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有492名教师、333名医务人员共825人
签订购买安居房合同

总建筑面积9.45万平方米

每平方米补贴 1700元
每套房补贴最高 17万元

缴纳认购金和首付款约2.31亿元
购买安居房总金额8.71亿元

8月26日至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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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林麟

10月 20日，在儋州市雅星镇调
打村鹅岛村民小组，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了一座藏在绿树丛林中的现代化养
鸡场。这是儋州健德原生态种养殖有
限公司的养鸡场，占地130亩，有19
栋高标准的肉鸡舍和3栋电脑控制的
现代化蛋鸡舍。据经营方负责人谢金
妹介绍，在这里，24名农民工，1年养
45万只鸡，可带动雅星镇建档立卡贫
困户1062户4928人增收。

健德原生态养鸡场，既是雅星镇
党委、镇政府创新用好产业扶贫资金
的成果，也是经营企业从市场出发精
心经营好扶贫项目的结晶，成为乡镇
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联合办好扶贫项

目的典范。
养鸡是增收脱贫的好产业，但贫

困户对养鸡兴趣不高。雅星镇宣传委
员李方熠分析道：“村民要先垫付鸡苗
钱、饲料钱，资金回收慢，又缺乏养殖
技术，鸡苗成活率不高，一旦遇到鸡
瘟，损失很大。”2018年，雅星镇决定
集中扶贫资金1315万元建设高标准
养鸡场，出租给企业大规模养鸡，发展
规模化、现代化养殖业，确保产业扶贫
资金长期稳定收益。当年4月，新建
成19栋高标准的肉鸡舍，还新建了一
座肥料加工厂，可处理全镇大大小小
养鸡场的鸡粪。

雅星镇以固定资产托管运营方
式，把高标准养鸡场出租给儋州健德
原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租期20年。
前10年，每年按总投入资金的10%收

租金，租金用于贫困户分红，2018年
底给贫困户分红101万余元；2019年
底分红77万余元；今年预计12月分
红，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1062 户
4928人，都将获得分红收益。

如今，养鸡场里这19栋高标准
的肉鸡舍，最大的有1000平方米，可
同时养1.2万只鸡。鸡舍位置分散，
每栋鸡舍边上设置与鸡舍同等面积
的空地，供鸡群日常活动。养鸡场有
关负责人王曼诗说：“养一批鸡是10
万只，一年可以养3批，也就是30万
只鸡。”

但是，单一地养肉鸡存在经营风
险。谢金妹到湖南等地的蛋鸡场考
察，发现养蛋鸡的效益比养肉鸡好，利
润稳定，再加上儋州百万人口，鸡蛋需
求量大，但几乎没有大规模养蛋鸡的

养鸡场，大量鸡蛋需要从外地调入。
2019年底，她决定投资1400多万元
新建几栋现代化的蛋鸡舍。

2栋面积均为2000平方米的蛋
鸡舍和1栋800平方米的蛋鸡舍很快
建成，今年4月投产。高约10米的蛋
鸡舍是钢结构的，从四川引进成套设
备，屋顶、墙面都是钢板全封闭的，屋
顶2层钢板中间有隔热层，四周墙面
安装水帘降温设施，即使在炎热夏天，
最高温度也可以控制在28摄氏度以
下。蛋鸡舍内搭建6层鸡笼位，自动
喂料系统、温控系统、自动捡蛋系统、
自动清粪系统，全部由电脑控制。

据王曼诗介绍，现在存栏15万只
蛋鸡，1天产蛋9万个，到10月底，1天
产蛋可达12.6万个，当天都能销完。

蛋鸡利润率明显高于肉鸡，弥补

了受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肉鸡
售价低迷导致的损失。谢金妹说：“尽
管今年肉鸡不怎么赚钱，但蛋鸡的利
润使企业仍然能够按合约给贫困户分
红。”她说，健德原生态养鸡场达产后，
年销售收入可达1900多万元。

健德原生态养鸡场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增收，起到了扶贫项目良好示
范作用。

雅星镇文山村脱贫户洪垂廉，
2018年分到健德原生态养鸡场的红
利2000元，当年脱贫。2019年 3月
起，他夫妻两人开始在养鸡场上班，每
月工资共8000多元。他说：“在养鸡
场打工，离家近，能够照顾家里老人和
3个小孩，工资收入足够全家过上好
日子。”

（本报那大10月20日电）

儋州雅星镇建生态养鸡场，发展规模化现代化养殖业

45万只鸡“孵化”脱贫增收梦想 污水处理项目加速
东方3乡镇污水管网铺设基本完成

本报八所10月20日电 （通讯员刘一帆 符
祥能）东方市乡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项目加快建
设，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施工加速。目前
东部3个乡镇的污水管网铺设基本完成，预计
今年 11月初，部分污水处理厂站将开始调试
运营。

2018年10月动工的东方市乡镇污水处理一
体化PPP项目，包括板桥镇、三家镇、新龙镇等10
个乡镇的污水处理工程，将建设6座污水提升泵
站、10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214.81公
里。项目建成后，将提高10个乡镇镇墟及周边
21个村庄的污水处理能力。

在大田镇乡镇污水处理工程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绑扎钢筋、安装模板、开挖调节池基坑。
江苏新路德建设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叶骥说：

“整个工程形象进度完成50%左右，计划在今年
底试运行。”

长期坚守乡村基层的教师、医生，
得到政府发放的购房补贴，解除孩子上
学、难以在城市安家等后顾之忧。儋州
市西培中学老师王月坤40多岁了，丈
夫梁宇宏也是西培居的一名基层医生，
两口子在那大镇主城区买了新房，立马
装修。她说：“我们夫妻俩踏实安心在
基层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政府发放房贴优先解决引进优秀
教育人才、医疗人才住房难题，吸引更
多的优秀人才来儋州工作，为海南西部
地区群众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医疗服

务。儋州市府南小学校长李寻飞是来
自陕西的引进人才，近日他在一小区买
了一套124平方米的新房。他激动地
说：“儋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安心扎根
儋州，建设儋州，为自己成为真正的儋
州人感到自豪。”

政府发放安居型商品住房购买补
贴，解决教育人员、医疗人员住房难
题，是一项民生工程。“摸底核查后，有
3500多名教师、医生具备领取政府房
贴条件。”儋州市住建局房产科有关人
员王裕华说，在公布这项政策之前，有

关部门先后与全市所有23个商品房
楼盘洽谈，让教师、医生获得开发商优
惠和政府发放房贴双重受益。

儋州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明魁说：“儋州通过发放购房补贴推行
安居型商品房，在商品房小区购买商
品房的购房者领取政府发放房贴后，
所购买的商品房随即转为安居房。此
举最大好处是可以迅速解决大量教
师、医生的住房难题。”

目前，儋州市“一市双核”发展战
略加快实施，推动那大城区建设成为

西部消费中心和宜居城市，滨海新区
成为面向洋浦的生活性、生产性服务
中心和宜居城市。排浦镇卫生院护士
苏东莲就是首批领取安居房补贴资金
的人员之一，她在滨海新区一小区买
了一套78平方米的新房。

儋州发放房贴推行安居型商品
房，加快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质、改善人居环境，鼓励企业利用自有
土地，开发安居房。该市已在那大镇
城北片区选定37亩地，计划建750套
安居房。 （本报那大10月20日电）

儋州发放安居型商品住房购买补贴，解决基层教师医生住房难题

安居乐业添活力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9月24日，在儋州市那大
镇主城区某商品房小区，南丰
镇中心学校的二级教师吴兴儒
夫 妻 俩 签 约 购 买 了 一 套
108.95平方米的3室2厅商品
房，开发商在原售价基础上打
8.8折，节省15万元左右；政府
提供安居房补贴17万元，加起
来共节省约32万元。“在儋州
主城区买房，作为乡村教师，以
前我都不敢想。”34岁的吴兴
儒说，妻子没工作，还有1个小
孩，如果没有购房补贴，根本买
不起中高档商品房。

今年8月，儋州市政府向教
师、医生等人员发放安居型商品
住房购买补贴，每平方米补贴
1700元，每套房补贴最高17万
元，计划3年基本解决全市教育
人员、医务人员住房困难问题，
2020年优先解决全市教育人员
和医务人员中无房户及教育、医
疗系统引进人才，特别优先解决
基层教师、医生住房问题。

尊师重教关爱医护人员

“给教师、医生发放房贴，是儋
州促进基层教育事业、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让
基层教师、医生安心扎根基层、服务
基层，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基
层教育、卫生岗位的吸引力。”9月
21日，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到一些
商品房小区现场办公解决难题，要
求有关职能部门在审批手续办理等
服务方面积极作为，让教师、医生及

时顺利领到购房补贴，充分感受党
和政府的关怀。

政府发放房贴让工作在乡村基
层的教师、医生也能在城市买得起
房，买得起好房。57岁的王林峰是
儋州市海头镇中心学校教师，他苦干
将近一辈子，妻子务农，没足够的钱
在那大镇主城区买好房。近日，夫妻
俩买了一套109.5平方米的3房2厅
商品房，圆了多年在那大镇主城区买

好房安家的梦想。他说：“我喜欢小
区优雅的环境，旁边就是森林公园，
近山傍水。”政府补贴加上开发商优
惠，帮他省了将近50万元。儋州市
政府不仅让教师、医生享受安居房政
策，还将选房范围扩大到全市几乎所
有23个商品房楼盘，让教师、医生得
到更大实惠。

发放房贴让这些教师、医生“工作
在乡村、生活在城市”的理想变为现

实。“现在教师、医生可以到全市几乎
所有商品房小区买房，大幅提高居住
条件和质量。”儋州市副市长刘冲说，
长期在乡镇学校和卫生院、村卫生室
工作的教师、医生，到那大镇主城区或
滨海新区买房落户，工作在乡村，生活
在城市，这种模式有利于吸引优秀人
才到乡村学校、卫生院、卫生室工作，
让偏远农村的孩子和村民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安居房推动民生建设

专场招聘助力脱贫
儋州扶贫招聘会提供3070个岗位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王家隆）10
月17日，儋州市就业扶贫行动日专场招聘会在那
大镇鼎尚时代广场举行，43家企业参加招聘活
动，提供就业岗位3070个，当天现场达成就业意
向172人。

此次专场招聘会针对扶贫对象的实际情况，量
身提供多种就业岗位。新州镇南岸村的贫困边缘户
林三女告诉记者：“今天应聘了一家离家较近的公
司，月薪2800元，公司还给我买社保，我很满意。”

今年以来，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通过送政策、
送岗位、送技能、送资金的“四送”活动，促进扶贫
对象、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

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8544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532 人；全市
农民工务工 19.33 万人，较去年的 18.8 万人增
加 5300 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职业技能培训
177期，培训10536人，其中贫困户4806人；共
举办 33 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 23772 个，
2867 人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其中贫困劳动
力1248人。

此外，儋州市有关部门还给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提供交通和生活补贴共
计181.47万元，给省重点项目返琼务工农民工提
供一次性交通补贴共计36.3万元，给贫困劳动力
拨付外出务工奖补共计4069.15万元，发放稳岗
补贴689.17万元。

保障工人足额拿薪
儋州开展建筑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检查

本报那大10月20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
讯员何秀玲）从今年10月初至12月31日，儋州
市将开展建筑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检查活动，力争
全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合同覆盖面和职工劳动合
同签订率达到100%，制度完善率达到100%，减
少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案发率，进一步规范
建筑行业用工行为。

据了解，此次活动范围为儋州市各类在建工
程施工企业，有关部门将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日
常巡查——检查各建筑工地工人劳动合同签订
情况，劳动合同条款是否规范，是否按照合同履
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检查各建筑工地是否建立
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各总包单位是否配备
劳资管理员及相关设备，是否建立施工人员进出
场登记制度，是否建立签到考勤制度；检查各建
筑工地是否已按相关规定足额缴纳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检查各建筑工地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依
法缴纳工伤保险；检查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分账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检查各建筑工地工人工资发
放情况，是否按月足额支付工人工资；检查施工
总承包单位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设立维权信息告
示牌等。

有关部门表示，若发现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整改的，将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0月16日，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一期工程设
计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年发电量1.3亿度，年上网电量1.09亿度。

图①：发电厂距主城区近20公里，远离居民区。
图②：装载垃圾的封闭运输车进入密封通道，把垃圾倒入密封的垃圾

料坑内。
图③：中控室里，工作人员通过24平方米的大屏幕监控垃圾焚烧发电

的全过程。 通讯员 黎有科 羊文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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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齐发增添动力
儋州整顿50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本报那大10月20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
讯员韦雪梅）记者10月20日从儋州市有关部门
获悉，儋州市今年整顿50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

儋州市采取“四个一”措施帮扶软弱涣散村
级党组织：1名市级党员领导干部联村，切实担
负起抓好集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责任，平均每周至少2次到包点镇、包点村或扶
贫一线指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到包
点村上1次党课或作1次专题报告；1名乡镇领
导班子成员包村，镇党委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
任人”责任，负责矛盾问题突出、长期得不到解
决的重点难点村，镇包村干部每月开一次例会，
及时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1名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带领村“两委”成员，帮助村党组织建立
健全工作制度，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切实抓好软
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整顿工作；1个市直机关
单位结对，结对市直机关单位每月进村入户解决
问题不少于1次，充分发挥人才、资金、技术等资
源优势，采取组织联建、队伍联育、活动联办等
方式，帮强基层组织、帮定发展规划、帮扶致富
项目、帮建活动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