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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需求“上架”大家“认领”帮扶
海口那央村野帮扶超市冶搭建信息对接平台为村民解忧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
网/海拔新闻记者 王辉 摄
影报道冤 11 月 23 日上午袁海口
市琼山区凤翔街道那央村驻村第
一书记王俊良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
到村委会的野帮扶超市冶检查一下袁
了解 野帮扶超市冶 最新动态情况袁
野帮扶超市冶是否要野补货冶尧野营
业冶情况等都成为王俊良关
心的问题遥

建信息对接平台 为村民提供解决途径
那央村的野帮扶超市冶是为村民
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提供解决途
径的信息对接平台遥 振兴工作队通过
日常走访及村民主动上报收集各类
需求信息袁 经筛选后以清单制形式
野上架冶袁并通过野帮扶超市冶认领墙尧
微信等方式发布袁号召大家根据自身
优势主动认领袁有钱出钱袁有力出力袁
与村委会尧工作队一起共同解决遥
王俊良说袁野帮扶超市冶开业 3 个
月以来共收到 14 条求助信息袁 经筛
选后发布 9 条袁已认领 8 条袁已解决 7

条袁逐渐成为村委会及振兴工作队日
常工作的重要补充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冶遥 从野实施冶到野全面推
进冶袁乡村振兴成效渐显袁已成为我国
构建新发展格局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新征程上再攀峰袁乡
村振兴必将在新时代里达到新境界袁
在新格局中拓出新气象遥
野村庄还是那些村庄袁人还是那
些人袁可思路变了袁资源整合的方式
也变了袁村集体经济就找到了新的增

长点遥 冶王俊良说袁野帮扶超市冶有效整
合资源袁实现全员共建遥 那央村委会
位于城乡结合部袁大多数村民深度参
与城市建设袁 村里有各行业干部尧专
技人才尧商业成功人士尧电视台记者
等能人袁 他们都有建设家乡的愿望袁
但苦于对村内情况不了解袁有心无处
使遥 野帮扶超市冶的设立打破了信息壁
垒袁创建了沟通途径袁实现了精准对
接袁有心奉献的各界人士可以依据自
身优势合理选择袁精准参与袁为乡村
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遥

将大问题分解为多个小问题，
逐步解决
王俊良说袁 他们在帮扶工作中往
往把一个大的问题袁 分解成多个小问
题袁逐步解决遥 一来降低野帮扶超市冶参
与门槛袁二来减轻爱心人士的压力遥
近期有村民反映村中个别道路
破损袁下雨有积水不方便出行袁如果
将村内道路全面整修袁 资金量较多袁
工作队一方面积极与上级部门联系袁
一方面通过走访先确立四个较严重
的点位袁并发布到野帮扶超市冶上袁并
自己认领了一个点位袁利用工作队资
金来解决袁同时也为进一步动员大家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遥
工作队在防返贫排查工作中袁了
解到村民吴某志因重病花费达 40 万
元袁新农合报销了约 30 万元袁村委会
考虑其家庭突发困难立即申请了低
保袁工作队利用野帮扶超市冶陆续发布
了两条帮扶信息袁很多村民积极认领
捐款袁有效集资 2.5 万元袁帮助其渡过
难关遥 野帮扶超市冶作为防返贫工作的
民间补充袁形成了从国家到村民的自
上而下的完整帮扶链袁进一步阻止了
返贫事件发生遥

王俊良说袁村民梁安群种植的年
桔产值已达数百万元袁在野帮扶超市冶
认领墙看到村民务工需求后袁主动认
领了 30 人的临时工岗位袁 并在务工
期间实地教授年桔种植技术袁为村民
发家致富提供技术支持袁同时也为将
来年桔规模扩展做好人才储备遥 野帮
扶超市冶为先富带动后富袁走共同富
裕之路提供有效途径遥 同时袁村委会
集体资金也入股梁安群成立淘海种
养植农民合作社袁助力其年桔产业扩
大袁也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遥

“全面推进”
上下功夫
今后乡村振兴从
据介绍袁为进一步增强野帮扶超
市冶影响力袁大力弘扬正能量袁那央村
将在年底举行野那央好人冶评选活动袁
对参加野帮扶超市冶的爱心人士进行
表彰袁积极与慈善机构对接给出钱帮
扶的爱心人士颁发捐赠书袁和社区对
接给出力帮扶的爱心人士记录社区
志愿服务时长袁 不让大家的爱心受

记
者
手
记

冷袁把这件事长久做下去遥
野最艰难的时候袁党和政府不让
一个贫困群众掉队袁给了大量的倾斜
政策和资金支持遥 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袁党中央对乡村的关心关爱只增不
减袁所以我们的村庄发展共同富裕才
是最终目标遥 冶王俊良认为袁今后的乡
村振兴需从野全面推进冶上下功夫袁乡

村野产业尧人才尧文化尧生态尧组织冶需
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野五位一体冶措
施袁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尧农村新发
展境界的开创袁都需要顺应新时代的
要求袁 农村的很多遗留问题和发展中
遇到的新问题袁都要由乡村振兴野五位
一体冶措施的综合运用尧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和高质量的乡村发展来解决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冶作为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冶
部分的第三项内容单列袁在 72 页的报告中袁占了近 1 页的篇幅袁可以预见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袁乡村振兴也将迎来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袁来自农村基层一线的党员干
部使命在肩尧重任在肩遥
那央村野帮扶超市冶是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一次有效探索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村民生活中的
一些小难题袁在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袁也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尧走共同
富裕之路提供了借鉴遥 今后他们将继续完善野帮扶超市冶平台袁发动好身边资源袁着眼于群众小
事袁力求精益求精袁他们相信把小事做好了袁就能成大事遥

电动车有地方充电了!
海口中山街道新设 5 个
公共电动自行车充电棚

商报全媒体讯
渊 椰 网/海 拔 新 闻 记
者 魏铭纬 摄影报
道冤 中山街道地处
海口市的老城区袁这
儿道路狭窄袁旧楼旧
房密集袁居民大多依
赖电动车出行遥但此
前由于电动车公共
充电桩不够普及袁许
多居民私下拉下电
线给电动车充电袁埋
下了安全隐患遥
野过去袁我们这儿的街道很少
看见公共充电桩的身影袁 更别说
在小区尧自建房区内了遥 冶中山街
道西湖社区居民冯绍贤告诉商报
记者袁由于充电桩紧缺袁但充电需
求大袁一些车主干脆把电动车停在
充电棚内遥 为此袁社区不断派工作
人员上门做工作袁野说也说了袁查了
也查了袁但是治标不治本呀袁还是得
多增加充电设施遥 冶冯绍贤说遥
记者了解到袁中山街道工委尧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
映的问题后袁 曾花不少时间走访
街区袁找到了几个合适的场地袁打
算新建多个充电棚遥 但有的场地
因为靠近居民房屋袁 有的因为占

用部分居民用地袁 部分群众考虑
到集中充电时可能会引发安全问
题袁也表示了反对遥
但工作人员没有放弃袁 积极
组织充电桩设施建设企业尧 消防
部门进行沟通袁 向群众解释自动
监控和喷淋设施的作用袁野大家不
要有顾虑袁 充电设施已经过专家
的研究和实验袁 投入后会使安全
隐患降至最低遥 冶经过工作人员不
断科普和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袁居
民们的疑虑渐渐被打消了遥
据了解袁 最终中山街道 5 个
公共电动自 行 车 充电 棚 顺 利 建
成袁 经消防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
使用遥

文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走进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
闻记者 荆胜欣冤 11 月 22 日袁琼
州流动大学堂 2022 年第 13 讲暨
文昌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走进冯家湾现代化渔业
产业园袁全面深入解读大会精神袁
并与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袁推
动大会精神深入人心遥
宣 讲 会 特邀 海 南 大 学 马 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尧博士生导师涂
刚鹏主讲袁以野向着全 面推进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奋 勇 前 进要要
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冶为主
要 内容袁 围绕党 的 二 十大 的 主
题尧主要成果尧重大意义袁同时结

合园区建设工作实际袁深入阐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丰富内涵袁为
会文镇党员干部尧冯家湾现代化
渔业产业园 干 部 职工 和 当 地 群
众送上了一堂野热气腾腾冶的 思
政课遥
据介绍袁 此次活动将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会搬到了冯家湾现
代化渔业产业园现场袁 不仅让党
的创新理论与基层群众野零距离冶
接触袁 还进一步让园区干部和企
业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懂悟通袁
学有成效袁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文昌大地落地生根尧开花结果袁
形成更多生动实践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