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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走工程黄砂，
施工队生财有道？
海口仙桥花园业主院路面开裂袁担心房屋安全 住建部门院砂子拉到另一处堆放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 野我们小区正在修一条百余米长的市政道路袁
受海口市砂石价格走高的影响袁施工队趁地下黄砂多袁为了多卖砂袁不仅挖的很深袁造成周边的水泥路出现裂
痕袁担心影响到靠近市政道路的 A 栋 D 栋楼房安全遥 冶 12 月 6 日袁家住海口市仙桥路仙桥花园的业主这样对
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说遥 对此袁 负责该工程项目的美兰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袁施工现场有护桩袁将起到保护作用袁不会危及周边楼房安全袁他们也会关注施工安全遥

商报记者 6 日下午赶到现场看到袁
100 多米长的水泥路上袁 四周围栏起
来袁中间有一台挖掘机正在作业遥
据仙桥花园业主王先生说袁仙桥路
是一条市政规划道路袁一直以来作为临
时菜市场使用袁去年菜市场搬迁遥 野今
年 10 月底袁政府开始改造这条道路袁目
前只开挖了这一段袁 长度 100 米左右袁
虽然改造路段并不长袁但施工已经一个
月时间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袁旁边
路面开始开裂袁大家出行受影响袁甚至
担心房屋安全遥 冶
另一名业主说袁大约在 11 月底袁施
工队看到作业路段下面袁 全是黄砂袁就
将黄砂挖起来装车拉出去卖了遥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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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填时袁又从外面拉来渣土遥野由于作业
面挖的太深袁 还造成周边的水泥路面
出现很宽的裂痕袁 由此靠近正在建设
的市政路的 A 栋 D 栋业主很是担心
楼房安全 遥 大约 10 天前袁施工队在晚
上作业时袁 众多业主便向美兰区多部
门反映袁 后国土尧 住建等部门赶到现
场袁责令停工遥
还有业主表示袁这个施工队很不严
谨袁给业主现场的告示袁怎么能提前穿
越到 2019 年 11 月 24 日遥 只有一点袁说
明施工队工作马虎袁解释工作也是得过
且过袁忽悠业主遥 挖砂就是趁机敛财遥
南通星湖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卓工
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袁对于业主反

映称袁 他们施工影响到周边楼房安全袁
他解释不会的袁因为他们挖的并没有超
过 4 米深袁而且周边有护桩遥 对于一些
业主反映他们把砂子拉出去卖了袁他称
那种情况是不存在的遥至于公告时间穿
越的错误袁该负责人则表示是工作疏忽
大意导致遥
美兰区住建局陈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袁据调查袁施工队不存在把砂子
拉出去卖了的情况袁 因为砂子是拉到
另一处堆放点袁 等需要回填时再拉回
来遥 另外袁部分业主担心施工影响到楼
房安全袁他表示袁施工队的护桩将起到
保护作用袁为此他们也会关注施工现场
安全的遥

“绿矿”
投资 3000 万元“石矿”变
三亚抱坡盛辉采石场野复垦还绿冶一期进度已完成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实习生 李欢 摄影报道冤
投入资金 3000 万元袁种植三角梅 22902
株尧小叶榕 2710 株袁山顶复垦 42000 平
方米袁 道路硬化 5262.9 平方米噎噎12
月 5 日袁商报记者到三亚抱坡采石场走
访发现袁近年来负责三亚抱坡盛辉采石
场开采的乐东国胜建材有限公司袁在经
过一年的野复垦还绿冶工作后袁原本脏乱
差的抱坡采石场袁 褪去旧貌换来新颜袁
矿坑变平地袁山坡长满绿袁进阶成为野低
配版冶的森林公园遥
野一排排新栽的耶印度紫檀爷树袁迎
风扑扇着嫩绿叶袁山坡上袁惹人眼的三
角梅向着骄阳耶野蛮生长爷袁娇艳盛放曰

花丛中袁近千个灌溉喷头蓄水齐放袁花
香在空气中肆意蔓延遥 冶乐东国胜建材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庄水盛激动的
说院野我们从 2017 年 1 月 22 日便已停
止开采袁先后投入了 3000 万元资金进
行恢复治 理 袁 目 前 恢 复 治 理 效 果 较
好袁第一期复 垦 工作已经完成遥 在开
采过程中袁我们一直按照叶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曳袁坚持一边开采袁一边
复垦的理念袁切实做好生态环保措施袁
并先后增加投资对周围 9 个废弃矿山
的治理遥 冶
记者在现场看见袁经过一年的复垦
后袁这座采石场内往日满目疮痍的石山
周边袁已开始逐渐呈现出生态恢复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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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曰采石场中央袁两台挖机正在有条不
紊的开展填坑工作袁旁边有两名工作人
员进行督导遥 庄水盛告诉记者袁按照市
委尧市政府工作要求袁之后还会加快复
绿工作进度遥
据了解袁20 世纪 80 年代袁三亚抱坡
采石场已存在多个规模不是很大的石
场袁后来经合并重组袁由乐东国胜建材
有限公司统一开采尧管理遥 2011 年 8 月
30 日该公司最后一次取得采石权袁2017
年 1 月 22 日已停止开采袁 随即便从道
路硬化尧山体复垦尧植物种养以及人工
养护等方便投入资金开展 野复垦还绿冶
工作遥 目前袁第一期复垦工作已完成袁投
入资金 3000 万元遥

政企联合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恒大结对帮扶毕节的经验与创新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杨燕 通讯员 文豪冤 12 月 1 日袁是恒
大集团帮扶毕节市脱贫攻坚 3 周年的日子袁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回望这三年院
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袁恒大集团无偿捐赠 110 亿元袁派出 2108 人的扶贫团队常
驻乌蒙山区袁通过产业扶贫尧搬迁扶贫尧就业扶贫以及教育扶贫尧保障扶贫等一
揽子综合措施袁计划到 2018 年底帮扶大方县 18 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袁到 2020
年要帮扶 100 多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遥
翻看恒大案例袁 我们发现多种举措似乎前无古人袁 从信息搜集到方案确
定袁从人员配备到组织架构袁都是恒大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和总结下来的遥 而这
种看似出力不讨好的野苦功夫冶袁其本质又是科学和深入的遥 我们一起看看恒大
模式有哪些经验和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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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无偿捐赠 57 亿元袁帮助毕节打造两大基
地袁一个是最大的蔬菜瓜果基地袁一个是最大的肉
牛养殖基地袁帮助 20 万户尧70 万贫困人口发展蔬
菜尧肉牛以及中药材尧经果林等特色产业袁为每个
贫困户配备至少两个产业项目袁 并引进上下游龙
头企业袁形成野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冶
的帮扶模式袁实现野供尧产尧销冶一体化经营遥

2

针对基本丧失生产生活条件的贫困群众袁恒
大依托县城和工业园区等袁 无偿捐赠 44 亿元袁在
毕节 10 个县区建设 12 个移民搬迁社区及 50 个新
农村袁 并为每户配备了家私家电等基本生活用品袁
实现贫困户拎包入住袁 同时为安置区同步配建教
育尧商业等设施袁配建适宜老百姓发展的产业项目袁
确保贫困群众野搬得出尧稳得住冶袁实现持续脱贫遥

政企合力 协作摸索新模式

2015 年 12 月袁 恒大与大方县签订整县帮扶
协议袁计划 3 年内投入 30 亿元帮扶资金袁帮助大
方到 2018 年整县脱贫遥
野对恒大来说袁难的不是 3 年拿出 30 亿元帮
扶资金袁而是如何保证 3 年帮扶期满恒大撤出后袁
大方县能在整县脱贫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稳定的
发展遥 因此袁我们希望能够在帮扶大方县的过程
中袁和政府部门一道探索一条在贫困地区建立可

持续的帮扶和发展机制遥 冶恒大扶贫办副主任阮士
恩介绍遥
集团副总裁兼扶贫办主任姚东则挂职毕节市
政府副市长袁负责恒大帮扶大方相关工作遥 野民营
企业的管理人员挂职政府副市长袁 这在全国范围
还从来没有过遥 这既表明了毕节对恒大帮扶工作
的重视袁 也反映出政府在民营企业帮扶地方工作
中的大胆尝试遥 冶姚东介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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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企业优势 精准扶贫升华的助推器

恒大按照中央野六个精准冶的要求袁在当
地干部的协助下袁2108 名恒大扶贫队员逐户
访谈袁深入了解需求尧困难袁登记入册袁累计总
行程 200 多万公里袁采集了毕节全部 34 万多
户尧100 多万贫困老百姓的详细资料袁 并运用
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建立贫困户发展意
愿分布尧精壮劳动力分布尧家庭结构分布尧致
贫原因分布等 39 个子数据库袁在精准识别的
基础上袁恒大因地制宜制定帮扶计划遥
在大方县袁 恒大扶贫员第一项工作任务
就是彻底弄清楚 18 万贫困群众的具体情况遥
野这就像企业在产品或业务上市前的市场调
研袁先把情况摸清楚袁才能开展精准扶贫遥 冶阮
士恩说遥
在扶贫员工带回的贫困群众统计册里袁
记者看到每一户贫困家庭的人口数量尧 劳动
力情况尧致贫原因尧目前的收入来源尧贫困程

度尧脱贫意愿尧未来的脱贫路径选择等信息遥
信息收集完成后袁恒大将 18 万贫困人口的基
础信息进行数字化转换袁 并结合各地的产业
基础尧资源禀赋尧气候特征尧自然条件等情况袁
建立了一个可实时查询的脱贫资料库遥
野只有了解了各个乡镇尧 村庄的基本情
况袁才能在产业规划和产业配套时袁做到耶一
镇一策爷耶一村一策爷遥 冶阮士恩解释说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12 月 5 日袁国务院扶贫办
联合中国社科院共同发布 叶企业扶贫蓝皮书
渊2018冤曳袁对企业参与扶贫的规模尧效果进行统
计梳理袁 并为企业进一步参与扶贫提供方向遥
恒大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脱贫攻坚案例入
选扶贫蓝皮书袁被评为野企业扶贫优秀案例冶遥
成绩的背后袁 是政企协作探索出的新思路
的成功遥 企业发挥自身优势袁是社会力量特别是
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尧参与扶贫的重要模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