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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委市政府确保双拥工作
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始终支持驻儋州
部队现代化建设，着力为驻儋部队做
好事、办实事。近4年来，市财政投入
1.86亿元，支持驻军警部队的道路建
设、营房建设、设备购置，无偿划拨
525亩地用于部队营区建设。

儋州市把支援驻儋部队练兵打
仗作为政治责任，倾心尽力为驻儋部
队解决营区建设和生活中存在的难
题。在那大镇主城区，有一段1000米
长、3米高的围墙引人瞩目，围墙上划

出一块块宣传教育展示板，展示拥军
爱民和国防教育的宣传内容。“原来围
墙的地方是用于出租的2层房屋，军队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后，2019年，儋州市
政府出资300多万元建围墙。”驻儋某
部有关负责人池航军说，出租房改围
墙，部队更加安全，营区更加宽敞，节
省更多的资金用于训练。

大力解决驻儋部队官兵和家属
的生活难题，温暖官兵的心。在儋州
市那大主城区北部新区繁华地段的
一个临街小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3

栋18层住宅楼主体已经竣工，室内装
修也即将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在小
区绿化地铺草皮，已种好椰子树、榕
树等。负责施工的中交第四公路工
程局技术员郭增帮说，今年11月就能
交房了。2019年3月，为解决驻儋某
部官兵家属住房难题，儋州市政府专
门挑选周边商场、学校、医院以及休
闲健身场所配套齐全的黄金地段，无
偿划拨30亩地，作为其家属楼建设用
地，投资556万元建设家属楼小区出
入道路。还投入200多万元，支持驻

儋某部营区绿化建设。驻儋某部有
关负责人武文举说：“儋州市委市政
府对驻军的倾心关爱，让我们这些儋
州新市民倍感温暖，备受感动。”

近4年来，儋州累计投入5000万
元，保障海上民兵比武和近海合训演
练活动资金充足。积极加快白马井
渔港建设，加大对三沙渔业总公司儋
州白马井分公司建设的支持力度，率
先完成办公大楼、物资储备中心、生
活训练区的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后
方保障。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7月25日至26日，儋州市在那大
镇鼎尚广场举办2020年“买产品、献
爱心、促脱贫”扶贫集市活动，2天共
卖出51.6万元扶贫农产品。兰洋镇
南罗村七叶葡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扶
贫集市卖葡萄，市直机关干部符益驹
花100元买了5斤葡萄。卖葡萄的姑
娘梁珊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们合
作社的葡萄是有机农产品，不打农药，
自然成熟。1斤卖20元，大半天收入
1500元。”七叶葡萄农民专业合作社
吸纳扶贫资金636万元，带动271户
贫困户种植葡萄500亩，除了采摘游
卖葡萄外，扶贫集市也是展销葡萄的
好渠道。

今年以来，儋州市建立防止返贫
机制，化解返贫风险，加大就业扶贫、
消费扶贫力度，增加贫困劳动力收入，
脱贫攻坚质量不断得到夯实和提升。

推动贫困劳动力就业是帮助群众
稳定脱贫奔小康根本措施之一。儋州

市多形式、多渠道组织贫困劳动力外
出务工，确保实现有务工意愿的贫困
户顺利就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脱
贫户）家庭至少有1名劳动力务工。
截至6月30日，全市贫困劳动力已外
出务工30510人，完成省下达2020年
人数的118.92%；贫困劳动力新增转
移就业3887人，完成省下达2020年
人数的790%。

6月9日，30名儋州籍农民工坐
免费专车到深圳一家工厂打工。东成
镇流坡村脱贫户李德光有4个孩子，
生活压力较大，受到疫情影响，找不到
工作，一直在家“赋闲”。“没工干的日
子不好过，现在政府帮助我找到工作，
算是熬到头了。我到深圳上班后，一
定努力工作，多挣钱养家，勤劳致富。”

截至6月30日，儋州今年累计“点对
点”方式，输送儋州籍农民工共731人
到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务工，其中贫
困劳动力142人。

儋州市落实疫情期间奖励补贴政
策，发放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的贫
困劳动力额外交通和生活费补助，助
力复工复产，截至6月30日，给5056
人发放交通和生活补贴共计142.92
万元。动员20座就业扶贫基地（车
间）就近就地吸纳贫困劳动力501人；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帮助贫困劳
动力225人就业；因地制宜开发保洁
员、护路员、疫情防控员、光伏扶贫等
扶贫公益专岗，就近就地安置贫困劳
动力就业743人。

创新消费扶贫模式，成立儋州扶

贫农产品体验馆和“儋州市农产品交
易平台”，对全市扶贫农产品进行品牌
包装，扩大特色品牌农产品的影响力，
加强产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解决贫
困户农副产品销售难题，确保贫困户
的农产品产得出，卖得出、卖出好价
钱，带动贫困户（脱贫户）持续增收。
结合旅游活动包装和推销农产品，5
月29日，儋州市举办2020第4届北
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大成
分会场、大成镇黄皮美食文化乡村游
暨消费扶贫活动，其中1项活动是拍
卖黄皮，从1株300年老树摘下5斤黄
皮果，拍卖价4700元，被海口一游客
买走，更加打响大成黄皮的品牌。大
成镇的黄皮树种植面积达5300亩，共
16万株，黄皮年产量240万斤，年产

值达1920万元，贫困户（脱贫户）的黄
皮，今年线上线下畅销。

充分利用爱心扶贫集市活动，
展销贫困户（脱贫户）的农产品，开
展消费扶贫活动，有效帮助村民解
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增加村民收
入。7月 10日，在兰洋镇扶贫集市
现场，45 户贫困户（脱贫户）、2 家

“带贫”企业展销自家的农产品，“我
卖的蜂蜜又香又甜，是从山上采的
纯天然野生蜂蜜。”南报村脱贫户周
德文推销蜂蜜，不少参加扶贫集市
的干部职工尝后，痛快地掏钱买。
截至6月30日，儋州共组织开展24
场爱心扶贫集市活动，销售农产品
698万元，排名全省第二。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

儋州加大就业扶贫消费扶贫力度，增加贫困劳动力收入

“双扶贫”托稳好日子

儋州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和庆镇拆除违法建筑110间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特约记者李珂）7月
27日，儋州市政府出台《关于整治农村乱占耕地
建房问题的通告》，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整治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对顶风作案的新增乱建耕地建房
问题“零容忍”，发现一起拆除一起，从严从快查
处、严厉打击。这是特约记者7月30日从儋州市
有关部门获悉的。

近日，和庆镇党委镇政府主动作为，敢于
碰硬，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违建，努力实现全镇
违法建筑“零增量、减存量”目标，从源头整治
违建。和庆镇成立拆违行动指挥部，由镇党委
书记担任总指挥，镇长担任副总指挥，镇党委
书记王玮主持召开拆违工作部署会议，就可能
出现的紧急情况做详细应急安排。镇政府联
合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那大镇执
法中队等，组织全镇干部职工、派出所干警、供
电站职工、卫生院医护人员等200多人，出动6
台大型机械设备，对罗便村委会美灵村、敦灵
村的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3小时依法拆除
违法建筑 110 间，面积约 3500 平方米。强制
拆除的违法建筑均为未经审批擅自建房。此
前，经宣传政策做通工作后，村民已自行拆除
违法建筑42间。和庆镇将继续保持对新增违
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加大民房报建宣传和
巡查力度，营造“逢建必报，违建必拆”的氛
围，切实做到发现一起违建查处一起，全力遏
制违建势头。

洋浦依法拆除违法建筑
拆除面积达2406.3平方米

本报洋浦7月30日电（通讯员邓晓龙 黄嘉
文）洋浦经济开发区严厉打击“两违”，对违法建筑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7月28日，洋浦
新英湾区办事处联合区市政管理局、控股公司、供
电公司等部门，依法拆除位于瀚洋路洋浦港5号
门岗附近一处渔家村违法占地建筑，拆除违法建
筑面积达2406.3平方米。

强拆之前，洋浦新英湾区办事处负责人指挥
工作人员登记测量违法占地建筑面积等情况，协
调参加强拆的有关部门帮助当事人搬离违法建
筑内的物品，在确保现场人员及财产安全后，工
作人员指挥挖掘机进入现场开始拆除违法建筑
作业。强拆违法建筑过程井然有序，密切配合，
强拆顺利进行。新英湾区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大
队长谭晋祥说：“我们请来搬家公司，协调供电
公司，派出执法大队人员，联手对这一违法建筑
拆除。”新英湾区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曾多次对违
法建筑当事人进行法律法规宣传，耐心细致劝
导，确保顺利进行拆除作业，巩固“两违”治理成
果，有效遏制非法占地和违法建筑行为。谭晋祥
说：“继续保持严厉打击‘两违’整治高压态势，
按照整治‘两违’要求，逐步消化开发区内的违
法建筑。”

首条火龙果深加工生产线运营正常

东方年产火龙果原浆3.5万吨
本报八所7月30日电（通讯员梁昌琪 符天

斌）去年底投产运营的东方市国内首条全自动化
火龙果深加工生产线，目前运营正常，年产火龙果
原浆3.5万吨、1亿瓶罐装火龙果果汁。目前产品
投放市场，受到消费者青睐。这是通讯员7月30
日从东方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作为海南最大的火龙果种植企业，海南北纬
18度果业有限公司在东方市种植2.3万亩火龙
果，建成国内首座现代化火龙果深加工基地，深加
工生产线的投入运营，带动东方境内的火龙果提
高附加值，使火龙果产业成为市场前景广阔的常
青产业，带动农民致富增收，提升当地热带高效农
业的产值。“我们已有战略规划，把火龙果的价值
完全开发，做全产业链。”海南北纬18度果业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余盛灯说，已深加工出产火龙果原
浆、火龙果汁等，将从火龙果种植产业、加工产业
出发，逐步向保健品、化妆品产业方向发展，研发
生产火龙果酵素、火龙果酒、口红、面膜等系列产
品。不仅为东方劳动力提供就业平台，也为东方
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产业深加工作贡献。据悉，海
南北纬18度果业有限公司将依托火龙果的一二
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火龙果观光旅游、采摘旅
游、康养服务。

儋州投入3.15亿元支持驻儋部队，冲刺全国双拥模范城“三连冠”

倾心办实事 保障立新功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7月27日，高考成绩732分
的南开大学附中儋州市一中考生
黄天昊，填报的3个志愿都是军
校：“军人在儋州受到尊敬和关心，
当军人荣誉感强。我要报考军校，
当一名合格的军人。”他是儋州市
预备役炮兵团官兵子女，2015年
随父亲从琼海迁居儋州。他享受
儋州市优待驻儋部队官兵子女入
学的优惠政策，进入市重点学校南
开大学附中儋州市一中学习；2017
年，又到天津南开大学附中读了1
个学期。他中考成绩突出，享受有关
奖励政策。他父亲说，儋州市对驻儋
部队官兵子女入学很照顾，确保享受
优质教育资源，很多官兵子女学习成
绩突出，与接受优质教育有关。

近4年来，儋州市投入3.15亿
元，为驻儋部队办实事，排忧解难，
服务保障立新功。全市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实现27个“100%”，在全
省获得6个“第1”。军爱民，民拥
军，谱写双拥新篇章，冲刺全国双
拥模范城“三连冠”。

7月30日，儋州市委常委会
议军会议在儋州军分区会议室召
开，现场办公，解决驻儋部队面临
的难题。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弘
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做好退役军
人和双拥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地方党委政府帮助解决驻儋
部队单位或个人困难，义不容辞。
各部门积极支持驻儋部队现代化
建设，为驻儋部队办实事、办成事、
办好事，及时解决驻儋部队官兵随
军家属安置就业、子女入学等问
题，为国防建设作出新贡献。”

儋州市拓宽思路，多渠道解决复
退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
学入托、重点优抚对象生活保障等难
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潘志明
说，4年来，妥善接收转业干部65名，
39名转业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事业
单位，安置满意率100%；符合政府安
排 工 作 转 业 士 官 54 名 ，上 岗 率
100%；接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1054
人，发放经济补助金2072万元。妥善
安排现役军人子女84人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
用心用情解决驻儋部队官兵的

后顾之忧，儋州市成为全省随军家
属安置最好的市县之一。逐步探
索安置优秀营职干部随军家属就
业路子，2019 年统筹安排 14名随
军家属进入事业编制单位。今年
42 岁的儋州市预备役炮兵团随军
家属秦永秀，2019年底参加儋州市
针对安置随军家属的事业编制人
员招考，考进儋州市救灾物资储备

中心，“终于找到固定工作，有了自
己的平台，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自己
的价值，为社会作贡献。”她爱人
说，儋州市解决随军家属安置问
题，能够激励现役军人在部队安心
工作，在驻地放心安家，稳定军心，
使军人更有荣誉感。

重点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金按
时足额发放，近4年来，共发放各类
抚恤补助金 5300 多万元，共安排
1180万元用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那大镇退伍老兵曾繁坚今年58岁，
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夫妻俩都
下岗，生活困难。2019年 10月，他
头部出血，肺部感染，接受手术治
疗，住院半个月。儋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给予他优抚对象困难帮扶资
金1万元，他内心感激：“10多天前
拿到1万元钱，解决我家的大难题，
党和政府关心退伍老兵，我心里感
到很温暖。”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

加大财力投入 倾力服务驻军

视人民为父母 把驻地当故乡

驻儋部队广大官兵视人民为父
母，把驻地当故乡，积极支援地方经
济建设。2020年2月，驻儋军警主动
支援地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协助采
购、转运紧缺医用酒精12吨；抽调骨
干力量组建一支15人疫情应急处置
突击队、2组处置小组，对公共场所进
行消杀。军分区组织民兵1.8万余人
次，定时消毒、疏导交通等。近4年
来，驻儋军警共派出官兵5000人次、
车辆1500辆次，参加儋州环境卫生整
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清洗大街小巷69
公里，栽树3300多株。

创新扶贫方式，主动支持地方打

赢脱贫攻坚战。驻儋某部与那大镇
槟榔村结成共建对子，改变以往给贫
困户送钱、送物等方式，投资开发扶
贫产业，让更多贫困户（脱贫户）受
益。在槟榔村碑头村民小组，记者看
到2栋砖墙铁皮瓦的鸡舍，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羊文壮说，这是2018年
10月驻儋某部为村里13户贫困户办
的养鸡场，为每户贫困户出资1.5万
元，共19.5万元，养的鸡由驻儋某部
回购。村民谭汉志说：“2019 年养
2000只鸡，我在鸡场打零工，1天工
钱 150 元。年底每户贫困户分红
1000元。”

在槟榔村一片20亩的黄金百香
果基地，驻儋某部负责扶贫的负责
人范臣敬带记者看百香果，一排排
的竹架子爬满百香果藤，绿叶郁郁
葱葱，有的开始结果了。“2019 年 7
月，部队无偿投入 20万元，专门扶
持槟榔村35户脱贫户，发展扶贫特
色产业增加收入。”驻儋某部与槟榔
村联合引进 1家农业公司，带动脱
贫户种植黄金百香果，引导企业与
脱贫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增加脱贫
户产业稳定收入。

驻儋军警牵挂驻地群众，全心全
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儋

州市滨海新区建设工地很多，2020年
1月初，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
组）儋州支队松鸣派出所干警王善，提
前到工地摸排，发现5家施工单位拖
欠1200名工人近3000万元工资。“坚
决阻止爬塔吊、打架等讨要工资违法
行为，但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合法合
理的工资一分不能少。”他找承包工
程的施工单位、找项目开发商，多方
了解情况，找到拖欠工资症结，稳妥处
置。经过半个多月的调解，追回被拖
欠的近3000万元工资。工头马亚平
说：“派出所帮助追回100多万元工
资，解决了农民工的大难题。”

解除后顾之忧 关怀优抚对象

① 儋耳实验学校是儋州市新建的一所义务教育
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3.57
万平方米，已完成总工程进度的90%，预计8月中旬
交付使用，9月开始招收学生。计划开设42个班，可
容纳学生1980人。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②②

①①

③③

7月 25日至 26日，
儋州市在那大镇鼎尚广
场举办2020年“买产品、
献爱心、促脱贫”扶贫集
市活动，2天共卖出51.6
万元扶贫农产品。图②，
市直机关干部购买儋州
土糖等特色产品；图③，
山柚油深加工产品获得
市民喜爱。 羊文彪 摄

儋耳实验学校预计9月招生

扶贫集市献爱心

儋州市委市政府慰问驻儋部队
与驻军联合开展军事日活动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 （记者刘袭 特约记
者李珂）建军93周年前夕，儋州市委市政府弘
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走访慰问驻儋部队，现场
办公解决难题。7月30日上午，儋州市委常委
会议军会议在儋州军分区会议室召开，市委书
记袁光平通过驻儋部队负责人慰问驻儋部队全
体官兵。

儋州与驻军某部开展军事日活动，市四套班
子成员、法检“两长”、市国动委成员单位主要负责
人、各乡镇党委书记、驻儋部队主官、儋州军分区
处以上负责人，到驻军某部营区参观学习。

7月30日下午，袁光平带领儋州市“八一”拥
军慰问团到省军区慰问全体部队官兵，与军区负
责人和部队官兵共叙鱼水情。

驻军某部负责人向儋州方面人员介绍了
部队光荣历史、近些年来取得的傲人成绩，让
人感受驻军纪律严明、作风顽强、不畏艰难的
战斗精神。和庆镇党委书记王玮说：“军事日
活动让我们学习国防法规，提升国防观念，今
后将更加自觉地支持驻儋部队现代化建设，为
官兵多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