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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洪光越）
“作为一名‘90’后基层扶贫工作人
员，内心备受鼓舞，我会继续做好本
职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尽一份绵
薄之力。”6月 29日上午，省委在三亚
博后村召开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
论述现场会，引起了三亚广大驻村第
一书记、帮扶责任人等扶贫干部的热
烈反响，会后，崖州区抱古村扶贫专
干洪敏杰备受鼓舞地说。

“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
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这样
才能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
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2017 年以
来，育才生态区那会村帮扶责任人颜
家凤扎根大山，帮扶贫困群众解决了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引导、鼓励他
们发展产业促增收。此次会议的召
开，更坚定了颜家凤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信心，他表示，将切实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只争朝夕、真抓实

干，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
力奋斗。

唐传林是共青团海棠区委书记，
也是藤桥脱贫攻坚中队中队长，他
说，海棠区虽然没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但针对低保户、困难群众，海棠区
在给予帮扶的同时，也制定防返贫监
测制度，加强动态排查，保障各项政
策实实在在落地。“今年是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海棠区不能让一个困难户
掉队。”唐传林说，此次会议的召开，
给三亚脱贫攻坚工作注入了强心剂，
相信今年全市一定能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在关键的节点，不能有丝毫的
松懈，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抓好脱
贫攻坚工作。”育才生态区雅亮村驻
村第一书记王学朋说，他将认真学习
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结合村庄实
际，积极引导村民扩种增养，引导村
民积极外出务工，确保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
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引起热烈反响，三亚扶
贫干部表示：

真抓实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博后村海纳捷民宿老
板谭中仙：

“打造精品民宿，带动
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这场大会在博后村召开，给我
们村民宿业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作为
民宿业的一员，我将继续努力提升服
务质量，打造精品民宿，带动更多的
村民加入到民宿行业中来，实现共同
富裕。”作为土生土长的博后村人，谭
中仙说，近些年随着美丽乡村的建
设，博后村迎来了发展旅游的好时
机，他也抓住这一良机回乡开起民
宿，吃上“旅游饭”。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小长假，博
后村实现接待游客 6000 多人，民宿
平均入住率达到 88.6%，全村实现旅
游总收入 500多万元。其中，谭中仙
经营的海纳捷民宿客流量更为可
观。“38 间客房，端午期间入住率达
90%以上。”

谈到下一步计划，谭中仙说，博
后村应进一步挖掘本地文化，完善

“吃住行游购娱”方面的公共配套设
施，让游客在博后村“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游客心”。

返乡创业大学生蓝碧
水：

“希望更多大学生返乡
创业，为家乡贡献力量”

6 月的博后村阳光明媚，满目青
翠 ，村 口 的 便 利 店 里 游 客 来 来 往
往。21 岁的返乡创业大学生蓝碧水
和她的合伙人董秋杰正忙着招待顾
客。“我们俩毕业后就决定回来创
业，一个月前盘下了这家门店，目前
生意还算不错。”蓝碧水说，她是博
后村人，今年 6月从海口经济学院财
政管理专业毕业后，她就拉着同学
董秋杰一起回乡创业，在村门口开

起了便利店。
“这几年家乡的变化很大，不仅

家家户户盖起了楼房，村里的环境越
来越美，很多人都吃上了旅游饭。”谈
到家乡的变化，蓝碧水说，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
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在博后村
召开，说明政府和社会对博后村的认
可和重视，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发展
机会，她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返乡创
业，一起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希望
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博
后村，使之打造成三亚旅游的一张精
品名片，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博后村党支部副书记
符儒建：

“以民宿产业带动村民
共同致富”

“2012 年时村民年人均收入才
5000元左右，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农业
和外出打工。直到 2017 年美丽乡村
建设后，博后村才迅速发展，仅当年
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 16000 元。”博
后村党支部副书记符儒建说，受益于
周边景区的带动，博后村民宿产业快
速发展，为村民提供了众多就业机
会，博后村的旅游产业逐渐火热起
来。“从 2001 年至今，博后村民宿从
原有的 1 家发展到 44 家，其中 33 家
已正常营业。”

对于博后村民宿的未来发展，符
儒建满怀信心，他说，6 月 29 日省委
在博后村召开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
要论述现场会，进一步强化了“博后
效应”。下一步，博后村将继续做强
民宿产业，组织村民进行培训学习，
提高民宿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打造
博后村“网红路”，呈现具有博后特色
的夜景和灯光秀。“相信在我们的共
同努力下，博后村一定能打赢一场漂
亮的脱贫攻坚战！”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博后村民吃上“旅游饭”过上好日子
见习记者 李响 本报记者 李少云

6 月 29 日上午，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
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在三亚市吉
阳区“网红村”博后村召开，进一步强化了“博后效
应”，引起博后村村民的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

◀上接1版
在保基本民生方面，三亚通过强

化蔬菜应急调运和投放，组织 12 家
平价蔬菜联盟企业从广东、云南、山
东等省外市场应急调运蔬菜和省内
收购本地瓜菜约 2606.6 吨，1 月 15
日至 3 月 15 日，组织 65 个平价网点
以低于农贸市场约 30%的价格每天
投放 15 个保基本蔬菜约 100 吨；同
时，强化猪肉保供稳价，组织市政府
储 备 冻 猪 肉 1163 吨 ，投 放 冻 猪 肉
370 吨，在 4 个农贸市场开展热鲜猪
肉特价惠民活动，每天投放生猪约
100 头，排骨、瘦肉、五花肉平均低
于市场价 10 元/斤，并启动生猪应
急调运 3 万头；此外，强化疫情期间
应急供应，引导 40 家大中型超市、
社区店铺以及猪肉配送企业和 3 家
微信购销平台采取“社区（物业）统
筹、线上下单、无接触配送”模式保
障供应。

在保市场主体方面，三亚出台
“扶持中小企业 15 条”“支持旅游企
业十条”等措施，积极提振企业信心
稳定市场主体。一季度，减免租金

超过 1亿元，惠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近 5000 户；截至 5月底，减免承租市
属国有企业商铺租金 3082 万元，减
免电、气费 1678.16 万元，缓缴水电
气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基
础设施配套费、旅游质保金、延期缴
纳税款等超 4亿元；落实社保减免政
策，共减免社保费 4 亿元，涉及企业
超 3 万家；同时，加快涉企政策兑现
速度，已发放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境外航线财政补贴、2019 年境外
旅客增长奖励、企业减负财政奖补
等扶持资金近4亿元。

在保粮食能源安全方面，抓好粮
食生产，初步拟定 2020 年建设 3.26
万亩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建设 10 万
亩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1.5 万亩核
心区，全力推进南繁重点项目建设，
抓好粮食生产种植服务工作，2020
年三亚计划种植水稻 8.7 万亩，目前
已完成早稻种植 5.4 万亩；抓好能源
安全，积极落实阶段性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政策，实施欠费不停电、电费
违约金减免和缓缴电费等措施，累
计受理缓缴电费 2.32 亿元，减免 5%

电费 2508.98 万元，并有效管控 39项
电网风险，充分保障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疫情期间全市 15 家燃气经营
企业、34 家现运行加油站、2 家油库
均保持营业状态，充分保障燃气和
石油稳定供应。

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三
亚成立复工复产工作组，坚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
硬”，通过排查、留观、检测三管齐下，
保障防疫物资供应，确保工地“零感
染”；全力提振文旅消费市场，启动景
区酒店升级改造“战锤行动”计划，加
快散客旅游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成立
旅游推广局，全力推动旅游市场企稳
回暖；切实维护农业产销秩序，出台

“菜七条”，开发建设线上销售，有力
畅通产销渠道，现已出岛瓜果蔬菜
95.4 万吨，截至 5 月底，发放瓜果蔬
菜采购运销补贴552.45 万元，已完成
公示 1946.69 万元，为涉农小微企业
发放贷款 2435 万元，新增芒果等六
个瓜果蔬菜价格保险，覆盖 3万多亩
生产基地；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出台
《三亚市有效应对疫情支持旅游企

业发展贴息政策实施细则》，为 5 家
旅 游 企 业 贷 款 贴 息 ，贷 款 金 额 为
2539.95 万元，贴息金额为 4.04 万元；
1-5 月，三亚银行机构共为 1053 家
企业发放贷款 49.9 亿元；为 81 家企
业调整还款计划，金额 5.26 亿元；为
21 家 企 业 办 理 展 期 ，金 额 3.02 亿
元。三亚担保机构共为 16家企业提
供担保，金额 1.06 亿元。三亚保险
机构共为 5596 家单位、104662 人及
13 车运送至武汉援助重灾区的瓜菜
物资提供了与疫情有关的保障服
务，保障金额达460.09 亿元。

在保基层运转方面，做好 2020
年“三保”支出预算编制和审查工
作，已将“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
基本民生）支出需求全部编入本级
预算，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预算
安排中的优先顺序，确保“ 三 保”
支 出 保 障 到 位 ；加 快 下 达 转 移 支
付预算，强化库款运行监测督导，
完 善“ 三 保 ”监 控 和 应 急 处 置 机
制，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对
一般性支出压减 10%、“三公”经费
压减3%。

博后村特色民宿。

6 月 29 日，省委在三亚市博后村召开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
现场会，引起三亚各区各部门的热烈反响。会后，各区有关负责人就如何稳住“三农”基本盘，确保脱贫攻
坚战圆满收官，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探讨。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
引起各区强烈反响——

高质量打好三亚脱贫攻坚战
交出一张群众满意乡村答卷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的收官之年，6 月 29 日，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在三亚
博后村召开，引起海棠区广大干部群
众热烈反响。市政府党组成员、海棠

区委书记吴清江表示，海棠区将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在
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增强产业
发展信心，不断推进产业帮扶取得新
进展和新成效，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有力保障。

下一步，海棠区将加强组织领
导，持续落实海棠区 2020 年脱贫攻
坚工作目标，按任务要求、按时按质
完成各项脱贫攻坚工作部署任务。
继续做好防返贫监测制度，加强动态
管理工作，做好脱贫群众引导工作，

确保各项政策保障落实。借助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和海棠区优越
地理位置，优化生态环境和营商环
境，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群众经济收
入，提高生活质量。

（本报记者 洪光越）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涯区委
书记林有炽表示，2020年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关键之年，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开局之年，天涯区将集中力量全

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林有炽表示，天涯区今年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把党的领
导贯穿于自贸港建设全过程，落实

“两个主体”责任，深入开展“我为加
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把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体现在履职尽责的实
际行动上，在全力应对疫情防控、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个大考”中交出“天涯人”的优异
答卷。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海南打赢脱贫攻坚战号角吹响
以来，育才生态区始终坚持以脱贫攻
坚工作为抓手，按照省市的相关部
署，抓好落实，创出了一系列育才特
色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脱贫攻坚
和‘三农’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市政

协副主席、育才生态区工委书记蒋明
清表示，今年以来，育才生态区坚持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脱贫攻坚和农业生产工作两手抓，全
力加大扶志扶智力度，推动脱贫攻
坚、复工复产和春耕生产工作取得一

定实效。
下一步，育才生态区将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利用好当前脱
贫攻坚政策，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持
续强化督导督查，落实各项整改任

务，对边缘人口开展“回头看”，确保
“两不愁三保障”制度落实，以更大的
决心、更实的举措，促进建档立卡户
稳定增收，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

（本报记者 张慧膑）

“ 脱 贫 攻坚是一场硬 仗，越 到
最后越要绷紧弦，不能停顿、不能
大意、不能放松。”市政协副主席、
吉阳区委书记陈跃说，吉阳区将继
续采取有效措施，对所有建档立卡
户 收 入 情 况 进 行 动 态 监 测 ，绷 紧

弦、加把劲，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坚持“ 村村有特色，个个有亮
点”的发展理念，让吉阳区越来越
多 的 美 丽 乡 村 既 赚 吆 喝 又 赚 钱 。
真正让土地上长出“金元宝”，生态

变成“摇钱树”，田园风光成为“聚
宝盆”，因地制宜将沉寂的村集体
土地盘活，既增加村民收入，又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真正为 美丽乡
村打造“不走的产业”，让当地村民
能够长期、持续受益。坚持高品质

定位、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
档次管理，通过生态之笔提升美丽
乡村的气质，让美丽乡村成为游客
心驰神往的旅游目的地，成为村民
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 杨洋）

崖州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的重要论
述在博后村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很
好的验证，充分体现我省脱贫攻坚
成果与典范。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的指示精神下，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
践。

“博后效应”值得学习借鉴。如
今，崖州区委区政府遵循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切嘱托，多措并举，让崖州

区建档立卡户住上了“新房子”，鼓
了“钱袋子”，探索出了致富的“好路
子”，真正让“两不愁”真不愁，使“三
保障”有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崖州区将
全面抓牢抓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

（本报记者 符吉茂）

●崖州区：探索致富“好路子”实现全面奔小康

●吉阳区：绷紧弦，为美丽乡村打造“不走的产业”

●育才生态区：探索脱贫新举措 促进建档立卡户稳定增收

●天涯区：集中力量全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海棠区：确保按时按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