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杨宇鑫冤 7月 15
日至 16日袁 海口消防派出 10个检查
小组袁深入海口市餐饮场所进行夏季
消防安全检查遥
检查中袁 检查人员重点对餐饮单

位是否具备合法经营尧 使用条件曰防
火巡查制度是否落实到位曰灭火器是
否保持完好有效曰厨房燃气管路的设
置是否符合要求曰电器线路是否符合
铺设规范以及是否组织员工进行消
防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进行详细的
检查遥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袁能够立
即改正的袁检察人员责令并指导餐饮
单位负责人立即进行整改袁不能当场
改正的袁依法下发叶责令整改通知书曳
要求限期整改遥 同时袁检查人员还要
求餐饮单位定期组织开展消防知识
学习和培训袁切实提高员工火灾自救
知识技能遥
据统计袁 此次检查共检查各类餐

饮场所 71家袁 发现火灾隐患 203处袁
整改火灾隐患 179处袁下发叶责令整改
通知书曳18份袁发放尧张贴各类宣传资
料 500余份袁 切实有效净化了我市餐
饮行业的消防安全环境遥

海口消防部门
检查餐饮场所
整改火患17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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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秀英区永德村书记陈槐柏院创电商扶贫新路助贫困户脱贫

一心扑在扶贫一线 只为家乡美群众富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7月 14
日上午袁海口依然是雨天遥 近日的海口阴雨连绵不断袁听闻台风要
来临袁 原本就爱操心的永兴镇永德村委会书记主任陈槐柏早已按
耐不住袁一大早就来到儒张村里挨家挨户的查看情况遥

野大儿子袁你来了浴 冶村口李阿婆看到陈槐柏的到来袁急忙从家
里搬出了三个大菠萝蜜袁手紧紧得抓着眼中这位好儿子袁硬是不让
他走院野菠萝蜜熟了袁今早刚摘的袁你喜欢吃袁全部带回家慢慢吃遥 冶
朴实的言语袁道出阿婆对眼前这位村支书心里的感恩和疼爱遥

儒张村黄忠海在陈槐柏眼中是一名 野有
思想袁求上进袁肯吃苦冶的野有志兄弟冶遥 黄忠海
妻子身患智力残疾袁育有两个孩子袁家里一切
经济重担都扛在黄忠海的肩上袁 可又苦于文
化水平低袁 只能靠每天到市场上卖鸡蛋维持
一家人的生活遥 野以前没有电商扶贫袁东西不
好卖袁 连肉都吃不起遥 现在有了电商扶贫中
心袁我现在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卖 1000多个
鸡蛋袁日子一天赛过一天遥 足不住户就能轻松
当老板袁这要感谢陈书记遥 冶当上老板的黄忠

海口才也进步了不少袁一边说着袁一边打开微
店介绍林林种种的货品袁野现在我还学会了自
己拍视频营销农产品袁陈书记说了袁我可以卖
鸡卖鸡蛋袁还可以帮村里的邻居卖其他的农产
品袁帮助自己袁也能帮助别人遥 冶

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村不再有贫困户袁
家乡美袁群众富遥冶谈起今后的规划袁陈槐柏如是
说袁下一步将联手返乡青年创办共享农庄尧共享
名宿袁为家乡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袁多管齐
下袁助力贫困户从根上脱贫走向致富遥

野路不通袁村民农产品运不出去袁没法
脱贫遥 冶陈槐柏回忆起当年坚决修路的情
景袁野不管多大困难袁 一定要修建生产道
路遥 冶

2014年袁当时还在纯雅村当村长的陈
槐柏袁每每看到农户们天未亮就挑着担子
进园采摘袁却要日上三竿才能把百来斤重
的瓜果袁踏着泥泞的道路出来袁心里很是
捉急袁尤其是在阴雨天袁道路成了农产品
及时流通到市场的野拦路虎冶遥 年轻敢作
为的陈槐柏提议修路袁但在村里修路袁哪
是那么容易的是袁野资金先不说袁 土地纠
纷问题就够头疼的遥 冶永兴镇宣传委员吴
岳贵说遥

认定的事情袁 陈槐柏不轻言放弃袁他
顶着巨大压力袁披荆斩棘袁最后在区政府
和镇政府帮扶下袁通过多方面筹集资金最
终修复了纯雅仓后路袁 全长 2.8 公里袁打
破了纯雅村到儒张村路不通的窘境遥 野现
在可以电三轮进去袁省力省时间袁可以赶
到早市遥 冶村民张阿雄高兴地说遥 野道路打
通了袁生产链就能扩大袁群众脱贫就更
有希望袁冶陈槐柏表示遥

2016年 8月袁 自小就有创业激情的陈槐
柏袁萌生了让身边人野不可理解冶的扶贫新想
法要要要搭建电商平台袁 让家乡农产品直接到
城里袁同时吸引更多反向青年回家乡创业袁激
活永兴产业链袁带动家乡经济发展遥 野当时考
察过靠街边的场地袁 不是规模太小就是租金
太高遥 冶陈槐柏介绍说袁免费提供自家场地解
决了电商中心的用地难题袁不收水电费袁并为
电商中心前期的软装投入 30万元遥野为的就是
把这件事做起来遥 冶

如今电商扶贫中心的赫赫战绩肯定了陈

槐柏当时的决定袁据了解袁永兴电商扶贫中心
自今年 6月 3正式运营以来袁截至 6月 30日袁
注册开微店的贫困户已达 104家袁其中包括永
德村委会的 10名精准贫困户袁 线上交易突破
1200万袁精准扶贫户线上交易突破 100万袁扶
贫爱心集市交易额突破 30万袁火山荔枝尧金农
实业尧自然果香尧盒子怪线上销售额突破 750
万袁移动支付商户交易额突破 80万遥 野感谢陈
书记为提供场地搭建电商平台袁不仅为贫困户
办实事袁也为返乡青年铺上创业路遥 冶返乡青
年黄时京感动地说遥

省委副书记尧 省长沈晓明主持会
议袁省委副书记李军袁省委常委尧秘书
长胡光辉袁副省长何西庆袁省军区领导
郑少波出席反馈会遥

甄忠义代表督查组反馈了我省
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整改
落实和今年以来脱贫攻坚政策举措
落实的督查情况袁充分肯定了我省脱
贫攻坚成效袁特别是对海南在党建引
领尧综合施策尧建立长效脱贫机制的
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袁同时指出了我们
扶贫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值得

注意的问题袁 提出坚持精准施策尧提
升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尧加强扶贫一线
力量等要求遥
刘赐贵代表省委尧 省政府对督查

组的辛勤工作和给予海南脱贫攻坚工
作的宝贵指导表示感谢遥他说袁督查组
反馈的意见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袁完全
符合中央精神和海南实际袁 对我们深
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遥
刘赐贵表示袁 海南将进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袁特别是 2013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袁 以实际行动增强 野四个意
识冶袁以习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
想统揽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袁 把落实本
次督查整改事项作为从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具体行动袁 作为进
一步改进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袁 把脱
贫攻坚的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
效袁 确保中央扶贫决策部署在海南落
地生根见效遥

刘赐贵特别强调袁对督查组指出
的问题照单全收尧专题研究袁定目标尧
定任务尧定整改时限袁不折不扣整改
到位遥 要严格落实习总书记野五级书
记抓扶贫冶的要求袁一级抓一级袁层层
压实责任袁进一步强化各市县的主体
责任和各市县委书记尧市县长的第一
责任人责任袁进一步强化各定点帮扶
单位的组织领导袁进一步强化脱贫攻
坚第一线特别是村两委的力量袁进一
步优化完善脱贫考核标准袁切实防止
形式主义袁不搞花拳绣腿袁不做表面

文章遥
刘赐贵要求袁 把扶贫的阶段性任

务和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袁
继续围绕把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
设尧全域旅游尧野五网冶基础设施建设等
紧密结合袁 把短期的脱贫效果与扶贫
工作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袁 真正形成脱
贫长效机制袁 真正让贫困户过上好日
子遥要坚持把扶贫同扶智尧扶志结合起
来袁树立自立自强尧勤劳致富尧脱贫光
荣的思想袁培养野弱鸟先飞冶的意识和
能力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组
在琼召开脱贫攻坚督查反馈会

刘赐贵讲话 沈晓明主持 李军出席
甄忠义反馈督查情况

脱贫攻坚
海南行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叶娇冤 7月 11日至 16日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 15督查组对我省脱
贫攻坚工作进行了实地督查遥 今天下午袁督查组在海口召开督查反馈会袁督查组副组长尧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副书记甄
忠义反馈督查情况遥省委书记尧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刘赐贵表示袁海南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重要思想
统揽我省扶贫工作袁认真对照督查问题清单袁立足长远可持续发展袁立足建立长效脱贫机制袁用心用情做好脱贫攻坚工
作袁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尧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提高脱贫群众的收入水平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遥

银秀英区永德村书记陈槐柏

硬化生产路
为减贫致富提档加速

电商扶贫 帮助贫困户找寻谋生新本领

网上自营 助推贫困户翻身当老板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蔡磊) 第 48期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将于今日 20时在海南综合频
道及 20 时 30 分在三沙卫视进行播
出遥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收看遥

本期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要
带大家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袁在
欣赏好山好水的同时去聆听那里如
何通过旅游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
故事遥

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袁野961017冶
脱贫致富服务热线将继续开放遥此外袁
节目还将继续公布最新尧 最热门的脱
贫致富信息遥

第 48 期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剧透

欣赏好山好水
听保亭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