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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贫困户没有
钱支付医疗费用、因意外事故发生造成
家庭收入困难，这样的现实问题因为扶
贫保险得到了破解。三亚日报记者 23
日从市金融办获悉，三亚提出由政府出
资购买扶贫保险，运用商业保险大数法
则及赔付机制，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
作，着力解决贫困户因病致贫、因意外
事故返贫压力。

据介绍，2016 年 11 月 21 日市金融
办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寿公司”）签订的
扶贫保险合同生效，投保贫困户 2223
户，人数 10537 人。截至 7 月 14 日，跟踪
赔 付 407 人 次 ，跟 踪 赔 付 金 额 61.45 万

元。已经交付到贫困人员手中的理赔
金共 260 人次，理赔金额 40.5 万元。

崖州区北岭村委会寨田村小组贫
困户黄永青、坝后村小组贫困户刘文斌
就是扶贫保险的受益者。

今年 4 月 10 日，黄永青在骑电动三
轮车回家的路上，不慎摔车，致头部着
地受力，当时昏迷不省人事，造成重型
颅脑损伤，被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治
疗。因伤情比较重，抢救两天后死亡。
其家庭经济困难，妻子李珍玲常年有病
不能干活，父亲黄亚柴年过七旬无劳动
力，儿子黄子天年仅 6 岁。意外事故使
他们一家陷入困境，没有经济来源，生
活更加困难。国寿公司接到市金融办

报案后，立即到市人民医院慰问其家
人，并开展保险理赔服务工作，上门收
集理赔资料，快速给予保险理赔。最终
赔付 6.51 万元，其中赔付意外身故保险
金额 6 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 5000 元，
住院津贴 100 元。

今年 4 月 18 日，刘文斌因患右肺中
央型腺癌 IV 期及精神病，在市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国寿公司及时赔付重大
疾病保险金 1 万元和住院津贴 2500 元。

三亚日报记者获悉，扶贫保险针对
0 至 65 周岁的参保人员，提供 30 种常见
重大疾病以及意外身故（或残疾）、意外
医疗费用、意外及疾病住院津贴等风
险，其中重大疾病风险保障 1 万元，意

外身故（含残疾）风险保障 6 万元，疾病
身故风险保障 1 万元，意外及疾病住院
津贴最高 9000 元；针对 65 周岁以上参
保对象，保障方案包括意外身故（含残
疾）风险保障 6 万元，意外门诊、住院医
疗 1 万元。以上赔付都不与被保险人的
住院医疗费用挂钩，直接赔付给被保险
人本人。

国寿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贫
困户出现意外、住院等风险时要及时向
保险公司报告，国寿公司将加派人手、
第一时间与出院贫困户取得联系，尽全
力做好扶贫保险理赔工作，做到应赔尽
赔、应赔快赔。

扶贫保险助力脱贫攻坚

参保贫困户意外残疾保障6万元

市旅游委将开展
旅游企业结对帮扶系列活动
推进项目建设
促进旅游产业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21 日，三
亚市旅游扶贫工作动员大会在市委党
校召开。会议对今年上半年三亚旅游
扶贫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今
后一段时期内的旅游扶贫工作进行部
署。

在今年上半年工作中，三亚旅游扶
贫工作制定了全域旅游项目建议书，多
次组织旅行社协会对全市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乡村旅游线路进行调研，相继
开展了扶贫招聘会、旅游企业结对帮
扶、设置农产品销售点等扶贫工作。此
外，三亚旅行社协会 7 家会员单位共同
成立的三亚思农旅游公司与育才生态
区那会村合作打造呀啦咪苗寨乡村旅
游点，投入资金 200 万元；由市旅游委、
市农业局、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共同指导
支持的全域乡村旅游月欢乐采摘节活
动成功举办，凭借特色活动将游客带到
乡村。

据悉，市旅游委下一阶段计划持续
开展旅游企业结对帮扶系列活动，充分
发挥村民自主经营积极性，围绕旅游开
发民宿、农家乐等个体经营，参与到村
庄的旅游经营当中，解决村民就业，增
加收入，实现脱贫的目的。

市旅游委负责人表示，旅游企业要
开拓工作思路，酒店、景区可以以安置就
业、农产品定点销售、培训指导、项目开
发、共享客源等多种方式开展旅游扶贫
工作。企业为贫困村提供就业岗位、农
产品销售等，不仅能对外展示企业文化，
扩大企业影响，提升企业的服务内容，更
能实实在在地解决村里的实际问题，是
一项互惠互利的惠民工程，各企业应当
保持和发扬奉献精神，为三亚旅游扶贫
工作贡献公益力量。

田间地头传授种植技术
带动农户脱贫致富

从 2016 年 10 月起，三亚市南繁院研
究员孔祥义成为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扶贫
的驻村干部。

如何发挥优质种苗的效应，助力贫困
户脱贫致富，成为孔祥义及其团队面前的
课题和任务。

对此，孔祥义致力于将育才那受村打
造为“南豇 1 号”豇豆种植示范村，将育才
那介村打造为茄子新品种种植示范村。

孔祥义发挥专业特长全程为那受村
和那介村种植豇豆和茄子的农户提供技
术指导，同时传授他们科学栽培管理技
术。

有技术，有目标，但是真到了实践时，
却又遇到种种难题。

由于很多农户遇到种植问题，就直接
拨打电话请教或要求孔祥义到田间地头
诊断。这样，孔祥义的手机就得 24 小时
开机，成了求助热线。

对于农户，孔祥义总是有求必应，只
要农户遇到种植问题，他总是尽量到田间
地头指导，手把手教那受村的困难群众种
豇豆和科学管理。有时一个上午要跑六
七家农户的田间地头；晚上要在那受村给
74 户贫困户讲课，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
教农户种瓜菜的科学技术。

在扶贫期间，孔祥义带领团队在育才生
态区、崖州区、天涯区布点种植“南豇1号”豇
豆新品种2983.17亩，受益农户1033户。

培育种植示范户
点燃贫困户致富热情

苏荣海是三亚市南繁院对点帮扶贫
困户之一，也是孔祥义重点打造的豇豆种

植示范户。
根据苏荣海的情况及家庭条件，孔祥

义建议他在管理好槟榔园的基础上，种植
豇豆。

孔祥义及其团队提供免费种子及化
肥等物资，全程提供技术支持。

去年 12 月，苏荣海种植的豇豆开始采
摘，卖出前 4 批豇豆，就收入 1200 元。

苏祥海初试种植的成功，让许多张望
的那受村贫困户打消了顾虑，纷纷翻地、
播种加入豇豆种植行列。许多种下豇豆
的贫困户更是积极地参加每周一、周五晚
的电视夜校，听完课后，都围着孔祥义请
教种植豇豆的各类技术以及防病虫害问
题。

为了传授种植管理技术，孔祥义在村
里与贫困户们同吃同住同劳动，24 小时为
贫困户提供科技致富服务，希望能够帮助
村民早日摘掉“穷帽”奔小康。

仅 2016 年冬季，孔祥义就带领团队成
员将育才、天涯区等地 750 户贫困户打造
成“南豇 1 号”豇豆种植示范户。

孔祥义告诉记者：“我还打算带领团
队在育才那受等贫困地区实现‘产销研’
一体化，让瓜菜收购商进村收购，让村民

‘守着田头数钱’。”
可以说，这种通过送种子、送技术、送

服务实现精准扶贫，让贫困户能够“自我

造血”的扶贫模式，燃起了三亚市农村地
区诸多贫困户的生活新希望。

授之于渔
增加贫困户脱贫信心

苏安是育才那受村贫困户苏祥海的
儿子，待业在家。

孔祥义建议他到三亚市南繁院学习
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从思想
上、技术上进行扶贫。

“在豇豆种苗的发芽期，一定要注意
土壤的湿度与温度，尽量不浇水追肥。”在
基地“进修”的苏安认真地将孔祥义团队
技术员的讲解要点记录下来。

经过 5 个月的“进修”，苏安俨然成为
半个种植专家，种植水平大有提升。苏安
说：“以后我要把掌握的知识都传授给乡
亲们。”

在扶贫工作中，为帮助那受村的苏荣
海、苏祥海、吉福财、陈亚望、卢秋霞等贫
困户脱贫，孔祥义根据他们各自的实际情
况，制定不同的扶贫措施，从技术上、思想
上给予支持与指导，让农户大大增加脱贫
信心。

吉福财是孔祥义帮扶过一名贫困户，
是吉阳区罗蓬村的一名单身汉，家里种植

线椒、槟榔等作物。
虽然为人勤快，但苦于种植技能不

高，作物收成不好，吉福财日子仍过得简
单拮据。

通过入户调查走访与查看吉福财家
槟榔园、线椒地后，孔祥义指出其槟榔产
量不高的原因。

“槟榔出现挂果少的原因有两点，一方
面是因为种植太密，光合作用不足；另一
方面是因为槟榔树患了椰心甲虫，需要打
药和养分。”孔祥义一边指出问题，一边悉
心指导吉福财槟榔挽救措施，同时对吉福
财种植的线椒给予极大的肯定与鼓励。

经过与孔祥义的一番交流，吉福财对
槟榔、线椒种植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与
了解，尤其是孔祥义的肯定与指导，让他
对往后的脱贫致富充满了信心。

吉 福 财 感 激 地 说 ：“ 幸 亏 有 了 政 府
和 专 家 的 帮 扶 ，我 才 能 过 上 幸 福 的 生
活。”

记者在那受村采访时深切感受到，通
过孔祥义的科技扶贫、扶智扶技等一系列
帮扶措施，如阳光照暖了那受村，照亮了
一双双贫困群众纯朴的眼睛，为贫困地区
群众脱贫带来了曙光。

目前，那受村等贫困村脱贫出列、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各项目标如期实现，群众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基础更加坚实了。

播撒科技扶贫的“致富良种”
——记三亚市南繁院研究员、驻村扶贫干部孔祥义

本报记者 林志猛

今年以来，下乡开展科技扶贫
工作 112 次；

2016 年至今，牵头组织科技培
训共 74 场，培训人数 3000 多人次；

……
这是孔祥义科技扶贫的一组数据。
作为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扶贫的

驻村干部，孔祥义借助三亚市南繁
院的科技优势，开展科技精准培训、
送种子送技术等一系列的科技扶贫
活动，助力贫困户和巩固提高户增
收脱贫。

本报讯（记者 辛友）“一句充满爱
意的‘我能跟你握个手吗？’在龙密村的
这些孩子们眼里却令他们非常恐惧。
我们发现贫穷是这些孩子们的现状，但
精神上的缺失才是最让人担忧的。”7 月
20 日至 22 日，在亚龙湾生命泉设立的
阳光教室迎来了首批接受辅导的 12 名
孩子们。现场，三亚市阳光义工社的工
作人员向三亚日报记者讲述了设立阳
光教室的原因。

三亚市阳光义工社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他们了解到，龙
密村的孩子存在羞涩、不自信等问题，
这和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这些孩子
有的母亲去世，父亲没有能力抚养就把
孩子丢下；有的父亲服刑，母亲独自一
个人抚养；还有的是父母都不知去向，
留下孩子由年迈的爷爷抚养着，过着艰
辛的日子。

“孩子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使
孩子变得孤僻、抑郁，甚至有一种被遗
弃的感觉，严重地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
康。成立阳光教室，希望帮助这些孩子
们 变 得 和 其 他 孩 子 们 一 样 阳 光 、自
信。”三亚市阳光义工社相关负责人对
三亚日报记者说道。

据悉，阳光义工社义工为贫困户儿
童建立“二对一”志愿帮扶关系，形成长
效帮扶机制，并且签订帮扶协议，让孩
子在城市拥有另一个家。三亚市阳光
义工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未来的 3 年
里，他们将为龙密村 11 名孩子，提供每
人每月 500 元的生活补助，帮助他们改
善目前的经济状况，让孩子们可以安心
的学习、生活。阳光教室的课程也将持
续开展，帮助孩子建立自信、积极、乐
观、向上的精神品格。

“阳光教室”开课
帮贫困儿童找回自信

阳光义工社义工与孩子们在游乐园
合影。

孔祥义（右）在田间地头指导贫困户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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