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道防线”
保障

2016年至2020年
琼中健康扶贫“五道防线”累计补偿 7372.74万元
受益群众达 15852人次

农村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实际报销达90%以上
慢性病门诊医疗报销比例达到80%以上

新农合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商业补充保险
民政医疗救助、贫困人口专项资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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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嘀嘀滴……熟悉的汽车喇叭声响
起，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糖房村的
村民们就知道，进村的公交车来了。

12月7日上午，一辆19座的纯电
动公交车缓缓驶入糖房村，谈起这公交
车，村民陈大姐竖起大拇指：“公交车通
进村里，安全又方便，孩子上下学我们
少操心，还能便利我们上下班。”

陈大姐介绍，过去由于交通不
便，家长多采用摩托车接送孩子，夏
天烈日暴晒、冬天冷风吹拂，每天接
送孩子上下学也要耗费不少时间，也
谈不上安全。“为了方便接送孩子，我
只能选择打零工，如果选择住校，又
要多一笔开销。现在孩子上下学都
坐公交，办张学生卡还有乘车优惠。”

陈大姐所说的学生卡，源于今年8

月陵水出台的《陵水县城乡公交和城
市公交线路票价优惠方案（试行）》，对
包括军人、残疾人、学生、老人等特殊
群体实行公交票价优惠，实行后各类
关爱卡使用人次共高达6万余次，享
受政策性优惠及补贴高达27万余元。

目前，陵水已经构建了以县城为
中心枢纽，乡镇为中转点，乡村公交
建起“覆盖全县、统筹城乡、兼顾旅
游、城际互通”的公交线网。

公交线网的搭建，在便利村民生
活的同时，也带动了该县旅游行业的
发展。通过将公交线路延伸到各旅
游景点，陵水已形成了全县旅游公交
线网。“交通问题解决后，很多居民都
会趁着节假日乘坐公交车前往景区
游玩，同时外地游客前来游玩也方便
了很多。”陵水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保障居民出行的同时，陵水

公交公司还推出了“公交+物流”服
务，通过车辆进村的形式将小件物
流，通过公交线路带到目的地，解决
货物运输“最后一公里”问题。

“孩子的接送问题解决了，我也
能放心工作，现在我每天乘公交车上
下班，省时便捷。”陈大姐说。如今，
依托公交线路带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村民开起农家乐，发展起特色种养殖
业，有了稳定收入，日子过得红火。

“目前全县584个自然村有581个
自然村满足2公里范围内通公交的标
准，剩余自然村正在推进，计划明年初
完成自然村‘村村通公交’。”陵水县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陵水将
继续升级优化公交线网，向市民提供
安全、便捷、文明的公共交通服务，带
动旅游发展，助力脱贫致富。

（本报椰林12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掐，一朵鲜嫩
的小姬菇便躺在林英莲手中，在她娴
熟的操作下，不一会便装了满满一筐。

12月7日上午，在海口市龙华区
新坡镇仁南村儒佐食用菌种植基地
内，菌包在架上排得整整齐齐，一簇
簇小姬菇探出“脑袋”，菌盖表面光滑
细嫩，大棚内充满菌菇特有的香气。

采摘小姬菇是该村脱贫户林英
莲的新工作。“现在的小姬菇最嫩，再
过几天口感就老了，必须得抓紧采
摘。”虽然只工作了一个多月，但林英
莲却已对小姬菇的特点了然于心。

“没想到这个闲置这么久的种植基
地还能‘活’起来，还给我们提供了一
份稳定工作。”林英莲说，基地离自己
家不过几百米，经常路过但总是大门
紧闭。“差不多4年没见基地开过门”。

原来，早在2015年，食用菌种植基
地便已建成，由于负责经营的企业管理
不善，项目自2016年就一直闲置至今。

为盘活闲置资源发展集体经济，
提升扶贫成效，仁南村通过“村党支
部+集体公司+合作企业+农户”模式，
以更加专业、标准和规范化的管理方
式，用小产业为村民提供增收新渠道。

“闲置场地利用起来就能为村集
体经济增加收入，一举多得。”仁南村
驻村第一书记邢健说，他和村“两委”
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经过多番考察，
决定选择适合本地气候的小姬菇开展
种植。“海口的小姬菇种植基地比较
少，但是市场需求量挺大，产业发展前
景很广。”邢健说。

说干就干，今年7月，仁南村引入
小菜一篮公司“重启”儒佐食用菌种植
基地项目，小菜一篮公司和村集体共
同成立了联合党支部，通过党建引领，

以村党支部牵头、村集体公司监管、合
作企业运营、周边农户受益的管理方
式，建起了面积2500平方米的1号、2
号大棚，试投放1.8万包菌种。

“我们通过批发市场、酒店、小
区等销售网络进行推广，由于品质
好，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小
菜一篮公司工作人员罗建夫介绍，
从10月份预上市到12月初正式上
市，基地出产的小姬菇卖了1000多
斤，带来近8000元的收入。“现在小
姬菇长势很好，近期将逐步投入市
场，预计产值能超过200万元。”

对于林英莲来说，她在基地打工
一天有120元工资。不仅如此，她还
能以成本价购入小姬菇，80%的销售
收入自主支配，剩余的20%交到村集
体企业。“我家也有产业了！以后的日
子一定会越来越好。”林英莲对未来充
满信心。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

定安县龙门镇脱贫户梁秀妹
靠自身努力实现增收

一门好手艺 一条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

勤劳改变生活，奋斗改变命运，这句话用来形
容定安县龙门镇龙门村脱贫户梁秀妹再合适不
过。梁秀妹一家四口人在缺少土地的情况下，靠
自己的双手，主动学习防风布加工技艺，成功摘掉
穷帽、脱贫致富，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典型，并在今
年荣获定安县“勤劳脱贫自强之星”称号。

12月6日，梁秀妹和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
“梁大姐，我的防风布需要加工，麻烦打一下

孔”“梁姐，我的防风布加工好了吗？今天能不能
拿”……梁秀妹不停地接到询问防风布加工订单
的电话，手上的活儿却没停下。

尽管忙碌，但看得出梁秀妹心情很好。“订单
越多，挣得就越多，靠自己的手艺脱贫，当然开心！”

但在2011年，梁秀妹脸上却难见笑容。那一
年，梁秀妹的丈夫因病去世，加之家中土地稀少，
还有3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家庭情况十分窘迫，重
担全都压在了梁秀妹肩上。没有特长的她，在村
民建议下到镇上学习防风布加工。为了学好手
艺，梁秀妹一学就是一天，晚上回家又熬夜练习。

学成手艺，有了订单，梁秀妹家开始有了收
入，但还远远不够。“我一直给自己加油打气，相信
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梁秀妹说，
尽管生活艰苦，但她从未想过放弃。

2014年，梁秀妹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龙
门镇政府和村帮扶单位给她购买了猪苗、饲料等帮
扶物资，帮助她发展产业。有了产业支持，梁秀妹
干劲更足了，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喂猪。照顾完孩子
再加工防风布，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随着技艺日渐熟练，加上工作认真细致，梁秀
妹加工的防风布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青睐，订单接
二连三找上门。2016年，梁秀妹一家顺利达到了
脱贫标准。

龙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王光兴介绍，经过
几年勤劳苦干，梁秀妹在当地缝纫加工防风布领域
里渐渐闯出名声，加工规模也越做越大，生活条件逐
步提高。近两年，在定安县政府帮扶下，梁秀妹一家
还进行了危房改造，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加上
孩子都已参加工作，家庭负担减轻了许多。

“从贫困到脱贫，多亏了政府的帮扶。我不能
松懈，要继续努力做好榜样。”梁秀妹说，希望能通
过自己的故事，帮助更多贫困户坚定脱贫致富的
信心。 （本报定城12月7日电）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介绍自贸港财税政策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王
梦洋）12月7日晚播出的第21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邀请到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宣传
处处长叶占波，介绍海南自贸港有关知识和政策。

叶占波首先介绍了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海南自
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对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体现在
优惠力度大、优惠范围广、优惠政策稳定等方面。

他介绍，同时，海南自贸港还对注册在海南自
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政策优惠体
现为优惠力度大、优惠方式直接、优惠范围广、优
惠政策稳定。

在海南自贸港，企业进口自用生产设备免征
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对比国内
其他地区，这条政策一是优惠力度更大，二是覆盖
区域更广，三是惠及行业多。此外，进口营运用交
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
消费税；岛内居民购买的进境商品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调
高至每年每人10万元，并增加品种。

叶占波表示，海南还将重点解决目前离岛免税
高端品牌不足、商品库存不够、部分产品价格优势不
明显等问题，实现品牌、种类、价格与国际“三同步”。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杨薇

12月7日，在屯昌县南坤镇黄岭村
一养殖基地，林荫下，脱贫村民李立丰刚
来喂食，三五成群的五黑鸡就蜂拥而至，
争食谷料。

“我养的鸡很好吃。”说起自家的五
黑鸡，李立丰显得很有信心。他说，五黑
鸡因毛色为黑色而得名，其脂肪量低，且
鸡肉鲜嫩，营养价值高，尤其适合煲汤或
焖炖。自2015年起，在当地扶贫部门的
帮扶下，李立丰开始发展五黑鸡养殖产
业，到了2018年，养殖规模达到了上千
只，今年更是增至2000只。

相比之下，同样大力发展养鸡产业
的屯昌县南吕镇落根村，则依托附近山
多、地广、水草丰富等优势资源和依靠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
大力发展养殖阉鸡产业，且把“落根阉
鸡”打造为屯昌颇有名气的品牌。

陈有贤过去是落根村的贫困村民，

自前几年开始参加村集体经济养鸡合作
社以来，每年收入都稳定可观。因此，陈
有贤鼓足了信心，逐年扩大养殖规模，其
中2019年共养了2万只鸡。今年虽受
到疫情影响，阉鸡销售略不如往年，但这
并不影响他的信心。因为今年以来，为
帮助农户解决销售难题，南吕镇扶贫部
门积极寻求客商合作，并依托屯昌县扶
贫集市“春风行动”现场销售活动，以及
该县供销合作联社的电商平台等方式，
扩大“落根阉鸡”的销售渠道，及时助农
解决阉鸡销售难题。

无独有偶，屯昌县乌坡镇美华村依
托当地特有的温泉与南药资源，因地制
宜养殖的南药温泉鹅名气很大。“这些鹅
从小就喝温泉水，爱啃食益智的叶片，我
们还会喂它们吃益智果粉，鹅肉才更加
嫩滑好吃，也比其他品种的鹅免疫力
强。”近日，在美华村温泉鹅养殖基地，技

术指导员符海林正在向客商卖力推介南
药温泉鹅。

据介绍，养殖南药温泉鹅须模拟野外
生长环境，至少要养殖120天才上市销
售，肉质嫩滑，且筋骨有嚼劲。美华村村
干部曾显军介绍，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
经多方调研市场后，自今年初起，美华村
决定以村集体经济产业的模式发展温泉
鹅养殖，还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对该产业进
行养殖销售一体化管理，并动员本村村民
积极投工投劳发展壮大这一产业。

据统计，屯昌县目前已建成112个
农村畜禽生态养殖小区、35个种养结合
生态循环示范基地和43个林下养殖小
区，其中屯昌阉鸡、屯昌香鸡、落根三黄
鸡、南坤五黑鸡、新兴功夫鸡等特色养鸡
产业成为脱贫致富产业的发展亮点。

屯昌扶贫办负责人介绍，为充分发
挥特色产业的“造血”功能，培育各村特

色的扶贫支柱产业，今年以来，屯昌坚持
“因户施策”，采取“先买后补”的方式，通
过发放与所购买种苗、生产物资、入股金
同等价值的产业扶贫资金，精准扶持纳
入合作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档外低保
户发展可持续增收的特色产业，并相应
提升产业扶持标准，其中，1人户可享受
2000元的产业资金扶持，2人至8人户
可享受3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产业资
金扶持。

屯昌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屯昌充分挖掘和用好
绿色农业资源，走稳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全县共选聘160名产业发展指导员，建立
县、镇、村三级“农老师”专家服务团，并借
助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教学班等平台，根
据贫困户的产业技术需求，对贫困户进行
种植、养殖技术和病虫害防治培训，有效解
决“一股了之、一分了之、一发了之”问题，

并创立屯昌黑猪、屯昌阉鸡、南药、枫木苦
瓜等一批农业品牌。同时，屯昌不断拉长
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并持续发力优化营商
环境，引进了一批农业及水产养殖企业，拓

展牛蛙养殖、金椰子及百香果种植产业，打
造了一个个特色农业品牌，持续巩固脱贫
成效，有效助农增产又增收。

（撰文/玉荟 磊磊 邓积钊 林小丹）

屯昌创建一批生态农业品牌，加大扶贫产业技能培训力度

因地制宜谋发展 特色产业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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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弯腰、下刀、运刀、收刀，继续弯腰
……12月7日凌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和平镇干磉村的橡胶林里夜色正
浓，33岁的黄景香头戴胶灯、举着胶
刀，开始了又一天的割胶工作。

“割胶是个辛苦活，身体不好还真
顶不住。”眼前这名农村妇女干起活来
手脚麻利，让人很难看出，此前她曾饱
受病痛折磨。

2018年2月，黄景香因股骨近端
骨折，前往琼中县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相比身体的疼痛，更让她难以承

受的是高昂的治疗费用——尽管享
受到基本医疗报销和大病保险补偿
共计 21167 元，黄景香仍需自付
13246.71元。

“家里只有一些槟榔、橡胶，一年
到头的收入也不过万把块钱，看一次
病把家底全掏空了，往后的日子可怎
么过？”黄景香几乎不敢往治疗账单上
瞥上一眼，而她的窘迫也引起了琼中
健康扶贫工作人员的关注。

“我们联合琼中县人民医院医疗
队，对黄景香一家进行入户走访，发现
她家的收入确实难以支付住院费用。”
和平镇卫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在协助黄景香递交低保户申
请材料后，他们将其纳入了“一对一”
帮扶对象，报销住院费用之余，定期入
户开展复查随访工作。

2018年8月，黄景香又因患类风
湿性关节炎，先后在和平镇卫生院住
院3次，之后于2019年前往琼中县人
民医院做进一步住院治疗。四次住
院，医疗费用累计达11045.83元，最
终黄景香却只需支付1104.58元，报
销比例高达90%。

在翻看自己的住院报销材料时黄
景香发现，她一共享受到了政府的“五
道防线”保障：新农合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大病商业补充保险、民政医疗救
助和贫困人口专项资金救助。

“本着‘一个不能少’的原则，我们
对农村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实现应保尽保，对贫困人口个人缴
费部分给予全额免费代缴，贫困人口
参合率达100%。”琼中县医疗保障局
局长唐丽蓉介绍，与此同时，该县降低
大病保险起付线，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
围，设立贫困人口医疗兜底专项资金，
并充分运用商业保险先行赔付的机
制，破解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无钱
垫付医疗费用、无力承担支付费用的

难题，织密织牢“健康保障网”。
2016年至2020年，琼中健康扶

贫“五道防线”累计补偿 7372.74 万
元，受益群众达15852人次。其中，农
村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实际报销达
90%以上，慢性病门诊医疗报销比例
达到80%以上。

“以前怕花钱不敢去医院，病情越
拖越严重。”黄景香说，如今她不再为
住院费发愁，有病及时治疗，身体也一
天天好了起来，“看病再无后顾之忧，
我现在只想着好好发展产业，尽早摘
掉低保户的帽子。”

（本报营根12月7日电）

琼中“五道防线”筑牢贫困群众健康保障网，住院报销比例逾九成

大病有保障 看病不再愁

陵水推进“村村通”公交工程,便利城乡村民生活

公交进村 生活出彩

海口新坡镇盘活闲置项目，为贫困户创造就业机会

资源“复活”产业更新

12月 7日，在屯昌县南吕镇咸六村，村民分拣地
瓜。该村采取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形式，种植120
亩地瓜，吸纳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常年从事地瓜的种
植、管理和采收，实现增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林小丹 图/文

地瓜红
日子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