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实习生 焦晴

“房子住了3年，不漏雨不渗水，
而且卧室、客厅、厕所都有，比以前住
的老屋不知道好多少倍。”12月7日，
在澄迈县桥头镇儒音村，脱贫户符秀
花在家里打扫卫生。她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她家2017年享受危房改造政
策，申领政府补贴建了新房，现在已
入住3年，房子质量过硬。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
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
疾人家庭4类人员为农村危房改造
重点对象，全力推进全省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
计，“十三五”期间，我省累计完成4
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1.74
万套，是国家下达任务的2.24倍，我
省农村危房改造绩效评价排名也屡
次位列全国前茅。

明确“三最原则”确保
应改尽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省在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之初，就明确了“三最原则”，重点帮助
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
基本的安全住房问题。经过多次调研
后，我省在补助对象认定、改造方式、
管理办法等方面建立了明确的制度，
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保障 4 类重点对象应改尽改。

我省各市县住建部门根据扶贫、民
政、残联等部门提供的4类重点对象
名单，按照《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
术导则》要求，全面组织开展危房等
级鉴定。居住房屋鉴定为C级和D
级危房的4类重点对象列入危房改
造范围，通过危房改造或其他有效措
施，解决其住房安全问题。为确保农
村贫困人口的危房应改尽改，同时防
止改造标准超标，我省还对4类重点
对象危房改造情况开展“回头看”、暗
访抽查，确保全省4类重点对象住房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创新监管方式确保质
量安全

我省各乡镇普遍缺乏农房建设的
规划和管理经验，农村大量青壮年在
外打工，建房劳动力缺乏。为解决这
一问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发
动各市县建筑业企业，参与农村危房
改造帮扶。从2018年以来，全省共有
695家行业内企业参与帮扶，投入技术
人员和建筑工匠4692人次，捐助资金
3895万元、建筑材料折合2952万元，
帮助13526户贫困户圆了住房梦。

为确保危房改造工程质量，保障
施工安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创新
监管模式，拍摄制作农民自建房质量
安全须知视频，制作《海南省农民自
建房质量安全手册》等，发放给建筑
工匠和贫困户。各市县政府每年举
办农村建筑工匠培训班，有些市县要
求农村建筑工匠必须接受业务培训、

持证上岗。通过政府引导、强化监
管、宣传培训，农民建房质量明显提
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明显增强。

加强风貌管控建设
美丽乡村

农村建房杂乱无章，会破坏村
落的整体风貌，为此我省各市县以
农村危房改造为抓手，建立激励约
束机制，通过完善村庄规划、规范农
户建房报建、推广特色民居等方式
加强农村风貌管理，农村住房风貌
显著改善。

此外，我省还以农村危房改造为
契机，整合生态扶贫移民搬迁、美丽
乡村建设、交通扶贫“六大工程”、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厕所革命”等
各级各部门各渠道的资金，统筹推进
村内道路、绿化、供水、垃圾污水治
理、农村厕所等设施建设，全面治理

“脏、乱、差”现象。如今，我省农村愈
发整洁、干净、舒适，农村风貌进一步
提升。

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春风”越
吹越广，越吹越暖。据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统计，从2009年我省实施农
村危房改造政策以来，国家共下达我
省危房改造任务22.2万户，实际完成
30.8万户，超额完成国家指标任务。
约有130万农村贫困人口住上了新
房，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覆盖全省五分
之一农民，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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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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长春 通讯员 刘建庆

12月8日中午，省道S314天新线
改建工程白查支线施工现场，在嘈杂
的机械轰鸣声中，温度达170多摄氏
度的热沥青从摊铺机上缓缓卸下，一
股高分子化合物的气味扑面而来。

但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村民符那
特却在路边盯着摊铺机看了半个多小
时，家门口铺上了宽阔的沥青路，他打
心眼里高兴。

符那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村
种有芒果树和槟榔树，以前交通不
便，收购商不愿进村收购芒果、槟榔，

村民只能自己用摩托车运到外面
卖。如今，村口的省道在改建，新修
的村道更是延伸到村民家门口，目前
芒果还没上市，就已经有收购商早早
进村谈价格了。

省道S314天新线起点位于三亚市
天涯区，终点位于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
村，是我省国省干线“三纵四横”中的一
横。这条线路改建后，将更好地服务沿
线各民族群众出行，助推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白查村所在的江边乡是东方市最
偏远的乡镇之一，该村也是省交通运
输厅定点扶贫村。截至今年10月底，

白查村1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
脱贫。

脱贫后白查村村民未来的路要怎
么走，是省交通运输厅最关心的问题。
除了帮助村民发展三角梅等种养产业，
该厅大力完善白查村的道路交通设施，
为村庄未来发展旅游业打好基础。

据悉，作为一个黎族村落，白查村
现存81间船形屋，是海南黎族船形屋
保存得最完整的自然村落之一，早在
2008年该村船形屋就被列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天新线改建工程5标段项目经理
包国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白查支线

长2公里，对原混凝土的村路进行“白
变黑”沥青化改造，改造后的新路宽达
7米，从天新线主路可直达白查老村
船形屋集中分布区。

“今天是白查支线施工的最后一
天，晚上村民和游客就可以走在新路
上了。”包国军说。

白查村很多村民参加天新线改
建项目施工，村民符李强就在项目工
地做测量工作。他说，此前自己主要
在家务农，偶尔外出打工，在天新线
改建项目工地干工，每个月有4000
多元收入。

在工地上干工开阔了他的眼界，

21 岁的符李强最近学会了网络直
播。他说，以后村里的路修好了，路两
边绿化了，村口的游客中心也修好了，
想通过直播宣传推介白查村。

符李强口中的游客中心也是省交
通运输厅为白查村未来发展乡村旅游
业打造的硬件设施。该游客中心建设
已接近尾声，建成后可为游客提供餐
饮、住宿等服务。

据悉，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通
过在白查村创办乡村客栈、黎家美食
店、工艺品店及组建黎家歌舞队等，谋
划发展白查村旅游产业和打造船形屋
文化品牌。（本报八所12月8日电）

省交通运输厅改善东方白查村交通设施，谋划发展乡村旅游业

船形屋前铺新路 黎村发展迎新机
交通
扶贫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韩彩虹

“第一年合作，收获3万多斤红心橙，能盈利6
万元左右，相信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12月6
日，在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的一个果园里，红星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黄雅玮高兴地介绍。果园
里，由红星村集体联合“致富带头人”黄山种植的
红心橙，迎来了丰收季。个头饱满的橙子挂满枝
头，农民忙着采摘、分拣、打包。

黄山是红星村村民，打理果园已有数年，掌握
了较为成熟的种植技术，此前也有不错的收益，但
由于缺乏扩大种植规模的启动资金和销售渠道，
产业发展受阻。2019年，在红星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的推动下，红星村委会投入扶贫资金55万元，
购买了黄山果园40%的所有权，以资金入股、共
同管理等方式，扩大了该村红心橙产业的规模。

“我们在原有果园的基础上，又盘活了一些撂
荒地，现在种植红心橙约40亩，产量也不错，除了
给入股村民分红，还给村集体增加2.4万元纯收
入。”黄山说，在村集体的支持下，将产业做大做
强，给更多村民带来收益，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在红心橙果园里，村民蓝亚凤在忙着管护
果树。“我以前是贫困户，来果园务工，每个月有稳
定的收入，现在已经脱贫啦！”蓝亚凤说，种植红心
橙，给村民们带来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黄雅玮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拓宽红心橙的
销路，乡村振兴工作队支持和指导村民走品牌化发
展的路子，在推广标准化种植方式、提高红心橙品
质的基础上，打造红星村“红心橙”品牌。

“我们积极对接海南爱心扶贫网、‘广电云
购’等消费平台，同时发动微商力量，加大宣传力
度，提升品牌知名度。”黄雅玮说，接下来，红星村
将着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的统筹衔
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文城12月8日电）

万宁乐群村村民翁书刚：

脱贫摘帽勤为径
多元养殖奔富路
■ 本报记者 袁宇

“入冬天冷，不好养鸭，鹅更好
养。”12月8日17时许，在万宁市和乐
镇乐群村，脱贫户翁书刚穿上胶靴顶
着冷风来到自家养鹅场，为600多只
鹅苗准备“晚餐”。

今年38岁的翁书刚养鸭、养鹅已
有3年多时间。原本是养殖门外汉的
他，由于肯下功夫、肯吃苦，逐渐掌握
了养殖技术。

“最早是养海鸭，从饲养技术到疾
病防治，请教了很多人。”翁书刚介绍，
2018年底村里举办了养鸭技术培训，
他萌生了养鸭的想法，“觉得市场前景
好，比打零工强。”自那时起，翁书刚夫
妇四处学习养鸭技术。2019年上半
年，海南鸡鸭市场火爆，翁书刚瞅准时机，
从定安购进首批鸭苗饲养。鸭苗买回来
了，扶贫干部给翁书刚送来饲料，又帮
他申请扶贫贷款，解决了他的资金周转
难题。今年国庆期间，翁书刚饲养的
3400多只海鸭以18.5元每只的价格顺
利售出。

养鸭获得成功，翁书刚开始“跨界”
发展，养殖福寿鱼和鹅，凭着一股子认
真劲，他也很快掌握了养福寿鱼和养鹅
技术。去年底，翁书刚一家顺利脱贫。

“我想专心发展好养殖业，给家人创造
更好的生活。”翁书刚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万城12月8日电）

白沙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村医当好健康守门人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黄晓莹

“大婶，这可能是你干农活时木屑杂物飞进了
眼睛里，导致眼睛发炎红肿了，打点滴就能好。”

“小孩便秘吃药容易哭闹呕吐，建议你用这种便秘
穴位贴。”……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志
道村卫生室，47岁的村医符建元在耐心地为病患
诊疗并开出药方。

这间约50平方米的卫生室里，听诊器、血压
计、诊疗床等常规医疗设备齐全，且配备了诊疗
室、药房、资料室等。作为志道村唯一的村医，符
建元已在村里为乡亲们提供诊疗服务20多年，受
到村民信任。

符建元年少时因一次意外右眼失明。1997
年从原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后，他选择返乡当一
名村医。因条件限制，最初符建元只能将诊疗室
设在自己家中。虽然设施简陋，且经常缺少药品，
但符建元看病十分用心，对村里一些“老病号”的
病情十分了解。

2019年8月，志道村卫生室建成投入使用，村
民们看病更方便了。“政府为咱村盖好这间卫生室，
真是办了一件实事，符医生看病很用心，对患者很
好。”村民符荣香说，村卫生室宽敞明亮，医疗设施齐
全，在这里看病方便、放心。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该卫生室药房的药柜
上，分类摆放着止咳、退烧、降压、抗生素等各类药
品，以及不少点滴药剂。“现有将近100种药品，基本
能满足常见病症的治疗需要。”符建元介绍，村卫生
室投入使用以来，每天至少有二三十人前来就诊，最
多时他一天要给七八十人看病，遇到疑难杂症，他也
会建议病患就近前往牙叉镇卫生院或县级医院接受
治疗。

白沙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县进
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其中，于2019年投入
1128万余元在各乡镇村居新建了16间卫生室，改
造提升了41间卫生室。今年以来，又新建了12间
卫生室，并组织各乡镇的村医参加培训，提高村医的
医疗技术水平。

搬进新建的村卫生室以来，符建元给村民看
病的干劲更足了，目前他已为全村211户共800
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建立健康档案，为他们提
供健康检查服务。“也有一些特殊病患，需要我上
门服务。”符建元补充说，目前，该村需要上门服务
的病患有10人，“只要村民有需要，我愿意一直守
在村里，为村民当好健康卫士。”

（本报牙叉12月8日电）

文昌红星村红心橙喜获丰收

发展好产业 托起致富梦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

楼下音响播放的歌曲是《好日
子》，楼上5名工人正在忙着装修房
子……12月 8日，海口市美兰区大
致坡镇美良村一栋楼房内外回荡着
欢声笑语。脱贫户吴毓夫夫妇不时
进进出出，一会儿帮工人打下手，一
会儿忙着给工人备茶饭。楼房前，
是夫妇俩前不久刚种下的 10亩荔
枝苗。

即将入住新房，家里的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但这好日子来得并不
容易。2014年，威马逊台风过后，吴
毓夫夫妇辛苦种植的10亩橡胶林一
夜之间被摧毁。“那是我们俩起早摸
黑种下的，一年种一两亩，连续种植
多年才有了这片橡胶林。”吴毓夫
说，那时10亩橡胶林是他们一家人
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也是发家致
富的希望。橡胶林没了，家里的支
柱产业没了，儿子上学的学费也没
有了着落。

吴毓夫介绍说，台风过后，他和
妻子王梅艳心情沉重，一两个月都没
有笑过。2016年，他家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随后享受到了多项帮扶
政策。在镇政府的帮扶下，吴毓夫不
仅获得了一批富贵竹苗，还领到了一

笔发展产业的帮扶资金。勤劳的夫
妇俩很快清理完了被台风毁坏的橡
胶林。种植了4亩富贵竹后，又用帮
扶资金种了5亩丝瓜。

2017年底，吴毓夫夫妇喜获丰
收。4亩富贵竹给他家带来了3万
多元的收入，5亩丝瓜助他家增收6
万多元。“我们家一年就实现了脱
贫，心里很高兴。”让吴毓夫更高兴
的是，政府将他家列为危房改造对

象。之前住的危旧房推倒后，取而
代之的是一栋使用面积达90多平方
米的一层新房。

“2018年初，我们家在新房子里
过春节，全家人很开心。”吴毓夫说，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他都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盖起新房。

住进新房后，夫妇俩干劲更足
了。2018年，夫妇俩除了种植富贵
竹、丝瓜，还种了3亩豆角和叶菜。

“在农忙季节，我俩经常一天只睡三
四个小时。”吴毓夫说，凌晨3时起床
去地里摘瓜菜，6时赶到附近的集市
售卖瓜菜。卖完瓜菜后，10时许返
回家中吃点东西，随后他又回到地
里干农活，妻子则在家中准备午
饭。14时至15时，夫妇俩又前往地
里干农活，一直忙到天黑才回家吃
晚饭。

辛勤汗水换来的是家里收入的
逐年增长。2018 年和 2019 年，他
家连续两年年收入超10万元，家里
从之前没有积蓄，逐渐变成了存折
上常年有至少七八万元存款。“今年
受疫情影响，百香果市场行情不好，
投入的三四万元本钱目前还没有收
回来。”吴毓夫称，今年发展百香果
产业不太顺利，但因为家里有积蓄，
他并不太担心。为了减少损失，目
前，吴毓夫夫妇已在百香果地里改
种了荔枝，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荔枝
种植面积已超过之前种植百香果的
面积。

“儿子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过
几年荔枝就开始挂果了，我们夫妇俩
就可以在村里悠闲地养老了。”谈到
未来，吴毓夫充满了信心，他按了一
下音响遥控器，现场再次播放起歌曲
《好日子》。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

海口美良村吴毓夫夫妇：

风毁胶林不言弃 瓜菜丰收酬汗水

12月8日，王艳梅在菜地里给蔬菜浇水。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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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村种的红心橙。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