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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9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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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陋习补短板 抓产业促就业
万宁北大镇尖岭村发挥“党支部+3”模式 助推脱贫攻坚
11 月 20 日一大早，万宁市
北大镇尖岭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黄家全急匆匆赶往村
里生态产业基地安排贫困户（已
脱贫）做有机蔬菜种植和田间管
理，之后又赶回村委会安排当
天村务事，晚上还要整理扶贫
工作相关材料。
尖岭村自 2018 年探索创新
“党支部+3”模式以来，充分
发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从改陋习入手推动乡风文明建
设，依托种养专业合作社带动
贫困户就业增收。截至今年 9
月共带动贫困户 142 户 629 人
脱贫，剩余 2 户 6 人未脱贫。
南国都市报记者陈康 文/图

向攀比斗富、铺张浪费等陋习宣战

村民在合作社蔬菜基地做工。

北大镇尖岭村是万宁市黎族苗族聚居村
庄，全村 466 户 2008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83 户 773 人，贫困发生率超过 20%。为了
让村民集中精力财力谋发展，2018 年初，
经过村“三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村务监督委员会）讨论和村民代表大会的
表决后，出台了“红七条”“黑十七条”等
村规民约及红白理事会，向攀比斗富、铺张
浪费、封建迷信等陋习宣战，以“红黑”条
款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红七条”包括遵纪
守法、好人好事、勤劳生产等内容，并明确
村民参与“红七条”的内容可获得 200 元至
1000 元的奖励；“黑十七条”则列入了不孝
敬、不赡养父母、不管教未成年子女、房屋
乱搭乱建等，并对村民办“红白事”酒席酒
桌数量及鞭炮燃放数量等作出明确限制。
制定村规民约后，尖岭村的党员和村干
部还带头成立了村委会文明劝导队、村委会
志愿服务队，规定每月 11 日和 28 日为村卫
生清洁日，清洁日参加人员有贫困户、帮扶
责任人、群众代表等，通过对参加清洁日的
人员进行登记积分，每月进行积分排名奖
励，激发贫困户参与积极性的同时有效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

爱梅在村里生态产业基地给萝卜苗除草，这
种常见的农活对他们来说算是轻松的，干一
天就有 120 元的收入。
近年来，尖岭村以发展产业为抓手，靠
产业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尖岭村党支部
能人胡成云带头成立了万宁槟榔谷种养专业
合作社，在橡胶林下、槟榔林下、椰子林
下、可可林下创新发展万宁特色产业鹧鸪
茶，尤其是与海垦公司开发鹧鸪茶饮料，延
长产业链加工，提升产业经济效益。采取
“科研单位+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
模式，解决鹧鸪茶生产技术难题；与海垦公
司合作，设立 12 个海垦“五月香”鹧鸪茶
扶贫项目种植基地，同时，由公司统一按不
低于每斤 5 元的价格收购鹧鸪鲜茶叶；与农
户合作，带动全村 40 余户在园区或庭院种
植鹧鸪茶，帮扶贫困户 10 户 42 人，无偿提
供种苗、技术和有机复合肥，贫困户按季节
到合作社打短工，增加农户和贫困户收入。
此外，尖岭村还成立黑山羊养殖基地合
作社，以“村社一体化+贫困户”的创新发
展帮扶模式，建设 25 亩黑山羊养殖基地，
解决村里常年无集体经济收入的问题，共吸
纳 111 户贫困户加入，也带动贫困户以及周
边村庄贫困户种植牧草，增加家庭收入。

组成 4 支扶贫建筑队互帮互助

党支部+合作社补齐产业脱贫短板

尖岭村还通过组建扶贫建筑队，广辟就
业渠道。村党支部组织贫困户 33 人及 17 名

11 月 20 日，已脱贫的村民黄振霞和黄

寻找

普通村民组成 4 支尖岭村扶贫建筑队，通过
互帮互助，帮助自家和其他贫困户建房子，
既高效地推进了村里贫困户的危房改造进
度，又帮贫困户节省了一大笔人工费，每户
节约人工费用 2 万元左右。
吉丰建筑组负责人黄家武平时做建筑活
较多，村里 4 支建筑队由他总负责，平时在
邻村揽到建筑活，他也是全部用本村贫困户
劳动力或村民，每天按 200 元支付工资。
同时，村里还组织有竹编藤编手艺的妇
女 及 老 人 组 成 竹 编 队（其 中 贫 困 户 有 15
人），充分利用尖岭村丰富的竹资源、藤资
源，解决了村里妇女老人就地就业问题。

利用温泉资源优势大胆尝试
过去，尖岭村党支部也为村里没有产业
发愁。经村党支部研究决定，利用尖岭温泉
资源优势，前期打造温泉接待功能，为尖岭
开发招商打下基础。
从 11 月初开始，北大镇尖岭村温泉旅
游试验阶段项目启动，项目实施地点选在尖
岭村委会常树园村，更新现有的浴池、卫生
间、蓄水池、更衣室、泳池等基础设施，吸
引游客到此旅游，带动村民增收。
黄家全说，该项目包含泡温泉、民宿、
农家乐等，优先为本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通过聘请村民参与经营、提供摊位等方式，
让村民在园区门口摆卖自产的农产品、提供
餐饮服务，增加村民收入。

专题

海南最美社保人

王道文制作折页方便群众

同一业务不让群众跑超过两次
白天扶贫晚上加班
王道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社保局一名
从业 19 年的“老社保人”，虽然现在是医疗组
的分管领导，但是他依然扎根在窗口，继续从
事医疗保险经办工作。长期以来王道文坚持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努力为参保职工提供快
捷、高效的社会服务，做到让参保职工带疑惑
而来，满意而归。

王道文在加班。

2000 年，大学毕业后的王道文就
来到了保亭社保局工作，一直负责医
疗费用审核的工作，虽然现在已经升
为分管领导，但是王道文依然没有离
开窗口。因为他深知自己一手握着百
姓的“救命钱、保命钱”，一手握着基
金安全这条不可逾越的准则，而窗口
是保障参保人权益的“第一班岗”
。
2017 年 8 月之前，参保职工到外
省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还完全靠手
工报销。当时的报销方式不仅让社保
经办机构的压力大，而且参保人需垫
付医药费也很多，对患者家庭造成很
大的经济压力。
那时病人家属急着报销，又不懂
如何操作，很多群众情绪很激动，有
的误以为是王道文故意卡他们而要挥
拳相向。面对这种情况，王道文非常
理解病人家属的艰难和焦急，骂不还
口，耐心解释，一边安抚病人家属情
绪，一边想方设法加紧办理。“那时每
个月要手工结算 100 多个报销单，涉及
金额 100 多万元，而且都要一个一个地
核实，工作量很大。”同时还是帮扶责

任人的王道文，在扶贫工作最紧张的
那段时间经常是白天下村，晚上回到
住处继续加班审单，每天常常只能睡
四五个小时。
省外就医的医疗费用一般都很
大，为了防止参保人骗保，王道文还
要对数额较大的报销材料和费用报单
进行仔细核查。“参保人大多在两广和
江苏地区就医，我和几个同事就跑到
这些地方的医院，从医保科到病案室
再到财务室，一张一张核对发票。”王
道文说，这样的外省核查工作，他一
年要做两三次。

制作折页方便群众
2017 年 8 月开始，全国所有省份
开通异地结算平台，医疗报销实施全
国跨省异地医疗直接结算，从流程来
说，异地结算更加方便，但是老百姓
需要准备相应的材料。
在保亭社保局的办事大厅，显眼
处都摆放着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
费 用 直 接 结 算 办 事 指 南》 的 宣 传 折
页，里面有详细的业务办理流程以及
参保人所需要准备的材料，这份折页
是王道文亲自制作的，每次有参保人

来办业务，他都会先发给对方看。
“很多群众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材
料，经常要来回跑好几趟，我制作了
这份折页，参保人一看就能明白。”王
道文说。在工作中，王道文给自己设
立了一个要求，就是同一件事情，不
能让群众跑腿超过两次，“第一次是来
提出需要，回去准备材料，第二次来
必须办好。”
对于参保人来说，在异地结算的
时候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每
到这个时候，王道文都会让参保人用
手机拍下相关的材料，远程指导参保
人办理。
“ 如果我这边能处理的我就马
上处理，如果不是我这边的问题，我会
沟通协调相关部门处理。”
王道文说。
在同事眼里，王道文是一个能独当
一面的人，不仅工作作风扎实，将工
作计划落实到位，而且注重调查研
究。为确保社保基金安全，维护参保
人的合法权益，他在经办医疗散单报
销业务过程中发现疑点问题，积极走
访相关人员和查阅参保人的住院材
料，严谨务实，做到有理有据。同时，
注意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思
考，提出意见，不断完善防控措施，
努力堵塞制度漏洞。 （张野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