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正值琼中
绿橙的采摘季节，当
地的酒厂将达不到一
级、二级标准的琼中
绿橙收购、加工制作
成白酒、果酒、果醋等
系列产品，延伸琼中
绿橙的产业链。

该绿橙酒厂按扶
贫车间标准来打造，
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可吸纳30多人就业。

图为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和平镇堑对
村的绿橙酒厂工人在
搬运绿橙。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好果酝佳酿
延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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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刚在自家鸡圈里忙活完，又要赶
去镇上开店，12月25日一早，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堑对村脱贫户欧
玉娇便忙活开了：“这几年，养鸡的年
销售额平均能达到30万元，创业信心
足了，总想再多找条挣钱路子，今年初
刚盘下的这间杂货店，生意不错呢。”

欧玉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致富
带头人，自从今年年初开始养鸡、开
店两手抓，她家的收入更是如“滚雪
球”般越来越大。让人难以想象的

是，几年前的她，却连孩子的学费都
拿不出。“还记得2014年我们一家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真觉得难为
情。”欧玉娇说，自己并非不愿自力更
生，可苦于没有启动资金，发展产业
的念头只能一再作罢。

直到2016年，政府贴息的扶贫
小额贷款政策传到村里，她当即在帮
扶干部的指导下，申请到5万元贷款
用于发展养鸡产业。“免担保无抵押，
政府还全额贴息，我真的一点后顾之
忧都没有。”用贷款买回鸡苗、饲料，
盖起鸡舍，在欧玉娇的精心料理下，

几个月后出栏的第一批山鸡便卖了
3000多块钱，让她信心大增。

在还清5万元贷款后，欧玉娇又
于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申请了
小额贷款，顺利将山鸡养殖规模从百
来只发展至千余只，不仅在2016年
年底顺利脱贫，更成了带动38户贫
困户抱团发展的致富带头人。“三笔
贷款一共15万元，如今已经还了10
万元，还剩5万元这两年就能全部还
清。”在欧玉娇看来，多亏了农民小额
贷款贴息政策这场“及时雨”，她的产
业发展之路才能如此顺遂。

而在琼中，享受到农民小额贷款
贴息政策这场“及时雨”滋润的，不止
欧玉娇一人。

“其实很多贫困群众都和欧玉娇
一样，脱贫意志坚定，但启动资金却
成为他们脱贫路上的‘拦路虎’。”琼
中金融工作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破解农村资金短缺难题，近年
来，琼中推行PPP模式，与省农发行、
省农信社分别签订授信100亿、50
亿信贷资金，在扶贫资金投入多元化
的前提下，通过延长贫困户贴息期
限、提高合作社等组织贴息奖励标

准，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脱贫
的积极性。

2016年至今，琼中累计发放农
业产业扶贫小额贷款1.38亿元（给予
贴息1300多万元），撬动社会资本
2.6亿元投入农业产业扶贫开发。截
至11月底，2020年琼中县域金融机
构发放10万元以下（含10万）符合
贴息条件的农民小额贷款2.157亿
元，贴息 2458.15 万元，惠及 9277
户；其中贫困户贷款1688.28万元，
贴息266.24万元，惠及536户。

（本报营根12月26日电）

琼中5年累计发放农业产业扶贫小额贷款1.38亿元

扶贫小额贷“贷”动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如今，一提起乡村振兴工作队，
定安县龙门镇里沙塘村的村民都会
笑着竖起大拇指，为何？答案都在
村里。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里沙塘
村，只见青山环绕、树木葱茏，一条条
平整宽阔的水泥村道延伸到一栋栋
小平房前，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画卷
徐徐展开。

过去的里沙塘村并非如此。“就
在一年前，我们村还是路脏地滑，到
处可见动物粪便，一下雨裤脚和衣服
总会沾到泥巴……现在你看，我们村
多美啊！”村民吴祖存兴奋地向记者
讲述沙塘村两年来的变化。

改变并非易事。龙门镇委副书
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派驻龙门镇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里沙塘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长、驻村第一书记吴棉坦

言，自己刚到村里时，就碰上了不少
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村民的疑虑
和不解。

“有村民认为乡村建设和自己关
系不大，不愿出力；有人担心占了自
己土地，从一开始就反对；还有人认
为驻村干部只是‘做做样子’，并非真
心为村子谋建设……”吴棉说，过去，
里沙塘村这样的声音并不少。

越是困难，工作队越是要迎头
而上。“群众越是不信任我们，我们
就需要更沉住气，用耐心细心、真
心真情，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里
沙塘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符喜
花说。

队员这么想，也是这么做。“听闻
有村民在生产上有难题，工作队主动
为群众规划发展路径；疫情期间有村
民务工难，队员们也积极帮忙协调解
决……一来一往，村民们对工作队更
加信任。”谈起工作队为村民付出的

点滴，里沙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邓大平仍历历在目。

工作队的用心，也换来了群众的
主动。两个月前，里沙塘村谋划农村
污水处理项目，村民陈阿婆担心污水
管道伤了自家楼房的地基，工作队反
复上门后，阿婆依旧不同意，甚至阻
挠项目实施。

“即便如此工作队也没有强制施
工，反而主动向阿婆耐心解释项目实
施带来的好处，并请来专业部门上门
勘测，通过数据评估说话，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最终获得阿婆的信任和支
持。”邓大平说，工作队的做法获得了
村民的认可，也彻底打消了群众的疑
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参与里
沙塘村的各项建设。

听闻村里要修建池塘，有村民
主动报名加入施工队；村里正在进
行污水管道建设，也有村民主动当
起“海南话翻译员”，做施工方与群

众之间桥梁；村里要开展新项目，大
家也群策群力，广提建议；村里还自
发建立了青少年志愿服务队，从娃
娃抓起，共同整治人居环境……

看着越变越美的村子，里沙塘
村村民吴祖林感慨，工作队的到来，
不仅彻底改变了里沙塘村的“面
子”，更改变村子的“里子”，让全村
人拧成一股绳，一心搞建设。“正因
为如此，我们只要提起工作队都会
竖起大拇指！”

“群众对我们的认可，更是我们
继续前行的动力。”吴棉说，下一步，
工作队将继续推进里沙塘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集中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村内塘沟污
物、农业生产废弃物，引导群众改变
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助力
定安美丽乡村建设，为定安打造乡村
振兴“龙门样板”。

（本报定城12月26日电）

定安里沙塘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群众建设美丽乡村

耐心细心交心 真心用心振兴
临高11447户胶农
获保险理赔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农丽圆）近日，临高举行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扶贫项目理赔仪式，
该县10个乡镇的11447户胶农获
得371.55万元保险理赔。

自2017年开始，临高开展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通过创新的
合作模式和风险管理方案，为临高
广大胶农“兜底”，保证天然橡胶产
业在临高的健康发展。今年，临高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惠及临高地区11447
户胶农，其中贫困户6490户。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
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也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临高县
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天然橡胶“保
险+期货”项目模式一方面减轻了
政府负担，另一方面激发了胶农的
生产热情，保障了胶农的收入，也提
升了橡胶生产企业的信心，对稳定
橡胶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重要的
作用。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邓
海宁）12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公安局召开的“控发案、多破案”
百日攻坚集中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自今年9月27日开展此次攻坚行
动以来，在近100天的专项行动中海
口警方共破获刑事案件3043起，破
案数同比上升20.5%，刑事案件立案
数同比下降45%，成功侦破一批大案
要案，实现了攻坚行动“发案下降、破
案上升”的工作目标。

其中，盗窃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79.7%，破案883起，同比上升7.2%；
破获诈骗案件369起，立案数同比下
降 37.6%，安全防范水平进一步提
升，攻坚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了解，结合“控发案 多破案”
专项行动，海口警方紧紧围绕破案目
标，整合全局资源，以打好档案清理、
目标案件、科技应用、逃犯缉捕、办案
取证“五大攻坚战”为抓手，以大数据
为引领，以新技术新手段为支撑，坚
持最强攻坚措施，侦破命案积案20
起（含一起29年前的积压命案），抓
获命案逃犯47人。2020年发生的
14起现行命案全部侦破。海口市公
安局美兰分局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成功打掉1个在境外实施网
络诈骗的犯罪团伙，龙华、秀英、琼山
等分局先后打掉了多个系列盗销电
动自行车团伙，侦查破案攻坚克难能
力明显增强。

海口市公安局还依托“天网”大
数据实战平台研发出“电动自行车
管理应用模块”，通过大数据赋能，
为基层公安机关打击整治行动和日
常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取得

了明显成效。系统启用以来，共协
破案件35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3
名、追回被盗电动车510辆。今年
11月，该系统荣获全国公安基层技
术革新优秀奖。

破刑案数同比上升20.5%，立案数同比下降45%

海口警方百日攻坚成效显著

随着年关将至，人流、物流、资金流密集，也是各类案件特别是侵
财类案件的高发期。海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在家里、商店一定
不要存放太多现金和贵重物品，如确实需要存放，有条件的一定要放
在保险柜内；电动自行车尽量停放在有看管的停车场内，此外还要注
意充电桩消防安全；针对电信诈骗，谨记一点，凡是陌生人要求转账、
汇款的短信或电话，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并立即报警，以防受骗。

海口发布跨年演唱会
交通管制通告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邓海宁）湖南
卫视2020-2021跨年演唱会将于2020年12月
31日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举行。为确保跨年
演唱会期间海口道路交通安全畅通，12月26日，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交通管制通告。届
时，该支队将依据相关规定对五源河体育场周边
路段适时实施交通管制。

据公告，道路交通管制时间为2020年12月
31日17时30分至2021年1月1日1时30分，管
制路段包含长滨路与滨海大道交叉口至长滨路与
海秀快速路下匝道交叉口、长滨一街、长滨二街、
长滨三街、长滨四街、长滨五街、长滨六街（滨粤
路）、长滨一路、长滨二路。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
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
通行，服从交警指挥管控。

海口交警表示，管制期间经海秀快速路前往
长流方向的车辆建议从长天路匝道口或长彤路匝
道口驶出，选择海榆西线、南海大道绕行；由海口
市区前往滨海大道西沿线方向的车辆，建议选择
南海大道、海榆西线、粤海大道绕行。

我省培训200名
民办幼儿园园长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王梦
洋）12月24日，“国培计划（2020）”——
海南省民办幼儿园园长规范办园培训项
目在海口开班。我省各市县200名民办
幼儿园园长接受培训。

据悉，该项目由海南省教育研究
培训院主办，海南京海阳光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培训目标是帮助
参培园长树立正确师德理念克服职业
倦怠，更新有关民办幼儿园规范办园
的国家政策和教育法规，拓展民办幼
儿园园长规范办园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视野，提高其园务管理水平和依法、规
范、科学办园的能力，并促使学员结合
自身幼儿园办园特点形成自己的办园
与管理风格。

培训期间，学员们将通过集中培
训和驻园诊断两个环节接受培训。

海南省肿瘤专科医联体成立三年来——

缓解看病难 大病不出岛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

陈琳 庄晓珊）12月25日，海南省肿瘤专科医联
体成立三周年暨海南省肿瘤医院开院五周年表彰
大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年来，海南省肿瘤医院坚定目标，持续发
力，构建了全省肿瘤三级防治体系，并牵头组建了
全省肿瘤专科医联体，成立了海南省肿瘤防治协
会，开展了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医院
形成“大专科 强综合”格局，跨入国内同行先进行
列。此外，50多项肿瘤诊疗技术填补海南“空
白”，创造100多个海南肿瘤治疗史上的“首例”，
全年门诊接诊量达20万人次，极大缓解了群众

“看病难”问题，初步实现了建院之初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大病不出岛”目标。

大会还对17家医疗机构和20名个人分别授
予医联体“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进
行了爱心设备捐赠，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万宁市
人民医院、万宁市中医院等20家医联体单位获赠
共价值4000万元的医疗设备。

此外，当天还举行了《衰老与肿瘤国际研究中
心临床研究基地》授牌、肺癌诊疗一体化中心揭牌
仪 式 和 美 国 抗 衰 老 医 学 会 海 南 代 表 处
（WAAAM）揭牌，海南首期全科医生能力建设专
题研修班也在当天启动。大会现场，海南省肿瘤
医院与多家医院等进行现场签约，未来将共同推
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我省有了
首家“三甲”民营医院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马珂）12月26
日 ，位于海口市琼州大道的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
院正式挂牌三级甲等妇产医院，成为我省首家“三
甲”民营医院。

据悉，该医院2017年正式启动创建“三甲”工
作，经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专家们
现场评审、复核以及海南省专家组行政复核督查
后，各专家组一致认为，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达
到了“三级甲等”妇产医院的各项指标，核定该医
院为三级甲等妇产医院。成为我省首个三级甲等
民营医院。

今年11月，我省正式启动为期三年的“民
营医院管理年”活动，主要是以二级以上民营医
院为重点，规范民营医院医疗行为，同时鼓励民
营医院做大做强，做精做优，走差异化，专业化
模式，在提供特色诊疗服务、特需服务、打造高
精尖医疗品牌等方面，推动民营医院发展驶入
快车道。

“中国好诗榜”
走进昌江王下乡

本报石碌12月26日电 （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12月26日，2019年度（第八届）

“中国好诗榜”颁奖典礼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
浪论村举行。

活动揭晓了2019年度（第八届）“中国好诗
榜”上榜作品名单，上榜作品有刘年的《在昆仑山
上的致辞》、王海云的《煤啊煤》等13首诗歌。上
榜诗人发表感言的同时也就诗歌创作过程进行了
分享。

借由本次活动的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
及学者在欣赏王下乡秀美山川、观摩发展成就的同
时，也与昌江诗歌界、文化界代表进行充分交流。

“昌江好山好水好风光，还有特色的民族文
化，希望这些美好的元素能带给大家心灵上的启
发，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昌江籍诗人李林青此次
凭借诗歌《窗外》榜上有名，他也希望昌江的美能
通过诗歌作品传播出去。

“此次获奖的作品经历了网络海选、初选、复
选、提名、终选等环节，最终选出13首具有代表性
的民间诗歌上榜。”“中国好诗榜”评委会主任韩庆
成说。

据了解，“中国好诗榜”由中国诗歌流派网发
起，中国诗歌学会指导，华语诗歌春晚组委会、《世
界诗歌》杂志社、《诗潮》杂志社、《特区文学》杂志
社、《语言与文化论坛》杂志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21世纪华语诗丛》编委会主办。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