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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发展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徐瑞吉

百姓心声

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 践 范 例 年 度 报 告 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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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产品讲故事，为大米、土鸡等注入文化内涵

白沙农业有了文化新卖点

白沙扶贫：口袋脑袋一起“富”

完善基础设施

在红花绿叶的掩映下，一幢幢楼房拔
地而起。 房屋之间预留出车位，宽敞的道
路两旁是并行的沟壑。 在村子的一侧，几
名工人正在铺设路面。

这是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打孔村
整村推进建设的情景。

打孔村负责人高忠兴说，政府在道路
建设、 土地平整上投入了 180 多万元，并
按每栋房屋 3.4 万元的补助标准支持农
民建新房。

“我和哥哥的房屋建在一起，中间节约
了一堵墙，也腾出了更多的空间。 ”村民高
亚海感激地说，“由于政府扶持， 让我们村
都住上了三室一厅的新房。 ”

对于全县概况，符加伦介绍，从 2011年
以来，已有 14个村纳入整村推进项目。在建

设过程中，结合“美丽乡村”要求，不但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而且打造一批新景点。

产业促发展

七坊镇驻打孔村工作组干部符加松
说，政府各部门整合资金支持该村发展种
养业， 先后扶持橡胶苗 3000 株、 麻竹
1500 株、花梨木苗木 6000 株、鱼苗 6 万
尾、猪苗 397头、白沙土鸡苗 7000只。

除了支持打孔村的种养业，白沙还引
导村民发展林下经济，比如牙叉镇牙炳村
的蜂蜜产业。

“嗡嗡嗡嗡———”循声望去，只见房前
屋后的菠萝蜜、 槟榔树下放满了一排排蜂
箱，偶尔有几只像侦察机似地轻轻掠过。

符文辉在查看蜂箱情况后说：从去年开
始，他养了 60箱蜜蜂，已经销售的 35斤蜂
蜜获得了 3500元收益，还有待售的 150斤

蜂蜜，如果行情好应该会赚得更多些。
牙炳村委会副主任符建合介绍，由于

政府按 280 元 / 箱予以扶持，该村已发展
740箱蜜蜂，年内将突破 1000箱。

白沙黎族自治县扶贫办公室资料显
示：2013 年该县支出生产发展项目资金
996 万元，已扶持农民发展包括养蜂在内
的一批特色种养业，诸如种植生姜、橡胶、
山兰稻、南药益智等，养殖土鸡、草龟等。

“扶智”富“脑袋”

在扶持产业使农民富“口袋”同时，
白沙突出“扶智”而使农民富“脑袋”。

符加伦介绍， 该县双管齐下创出了技
术培训的有效模式。其一，注重提高农民素
质，增强农民脱贫致富能力。 2013年，全县
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14期，培训人数
1147人次；举办 1期省外贫困干部考察培

训班，培训人数 10 人；举办贫困家庭劳动
力转移培训班 9期， 培训人数 676人。 其
二，抓好“雨露计划”，让农村孩子上得起
学。 2013学年，全县共发放 15.05万元，受
益学生 215人。 这些学生不但自己在学业
上追求进步，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部分
农村家庭实用技术的传播者。

同时， 白沙还倡导树立扶贫互助精
神。 2013 年，全县 39 个试点村互助资金
总额达到 595 万元，组建互助小组数 227
个，其中贫困户总数 2842户。通过扶贫互
助，扶持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资金
投入小、见效快的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互
助贫困户户均增收 400多元。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技能惠农

金融支农

� “推动扶贫工作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实现多方共赢。 ”日前，白沙黎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符加
伦接受采访时说，2013 年省扶贫办下拨白沙扶贫资金 1971 万元，分别用于农村基础建设、产业发展、技术培
训。 2013 年，该县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6701 元，同比增长 15.8%。

麻竹种植产业很划算

“在种植麻竹过程中，感谢政
府工作人员给我们送苗、送肥料、
送技术。 我们家种了 30 亩麻竹，
2013 年增收 4 万多元 。 种植麻
竹，既给我们带来收入，又美化了
自然环境，这个产业很划算，以后
我们要继续管理好麻竹基地。 ”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
南训村农民王跃

林下种植为致富开路

我在林下种植南药益智已有
五六年了， 现有面积 30 多亩，这
两年的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这样
的林下经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为 我 们 增 收 致 富 开 辟 了 新 路
子。 ”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
牙打村农民张文荣

希望政府继续给钱出力

我打算把门前的果子狸养殖
基地增加 5000 平方米，继续扩大
养殖规模， 同时带动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只要有想养的，我都愿意
教，免费教。希望政府一如既往地
为我们提供技术、 资金方面的支
持。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东风村果子狸养殖户陈君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黄能整理)

白沙建设技能型乡镇政府：

学好技术
和百姓搭上话
■ 本报记者 黄能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王为

“每次竹子叶子发黄， 出现病症的时
候，我就会想到他们。 ”4月 17日，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翁村， 种竹专业户王青
梅告诉记者。

王青梅口中的他们， 包括元门乡副乡
长符锦云、 驻翁村工作组组长孙仁光以及
组员黄学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
是翁村农户技能服务的联系干部。

“我现在拥有两个技能合格证，一个
是种竹子的， 一个是种姜的。 虽然都是在
2010 年考的， 但是一直都在不断充实自
己，因为下乡如果遇到农户咨询，你只有说
得出来，人家才服你。 ”符锦云说，现在乡
镇干部压力大了， 除了做好原来的各项工
作，还要学习专业技能。

“学会了技能， 太专业的问题解决不
了，但至少跟老百姓搭得上话。 ”符锦云
说，开展建设“技能型乡镇政府”不仅让干
部学到了东西， 更重要的是为干部联系服
务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拉近了干
群关系，为其他各项工作提供了便利。

从 2009年 11月开始，白沙开展“技能
型乡镇政府”建设。 这项工作由县委组织
部牵头抓，建立学考、服务、考核、巡查四个
机制。 干部培训采取“半月一课”、“一技
一考”方式，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466 名乡
镇干部通过了技能认证考试。 县委组织部
明确规定每个乡镇干部至少联系一个村、
挂钩一个农户提供服务， 将技能服务信息
在农户门前挂牌公示。 农民群众在生产生
活中遇事可直接与乡镇干部联系。

白沙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强表
示，建设“技能型乡镇政府”,可以有效解
决干部想帮农民却帮不了的矛盾， 让干部
真正有“被需要”的感觉，更好地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这对提高乡镇政府执政能力,转
变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
义。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白沙农村合作银行：

发放“美丽贷款”
支农富农
■ 本报记者 黄能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王为

“我打算今年年底再贷 100 万元，继续
扩大养殖规模。 ”

“好啊，到时你打电话给我，我们再准
备办手续。 ”4 月 17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镇东风村， 实地察看了果子狸养殖
户陈君的养殖基地后， 白沙农村合作银行
小额信贷部副经理符丽云表示支持他的贷
款意愿。

“现在都是刚配完种的母狸，商品狸
和种苗全都卖完了。 收购商来，都没货。 ”
在自家的果子狸栏舍里，陈君告诉记者，果
子狸市场行情很好。

陈君从十几年前开始养殖果子狸，一开
始只是为了好玩，慢慢地摸索出了一套养殖
技术。 2010年，他的养殖规模已经从几只扩
大到 300多只。“当时市场行情非常好，我
就想着扩大养殖规模，可惜没有资金。”陈君
回忆说，那年 9月份他成功从白沙农村合作
银行贷款 10万元用于扩大规模。

如今， 陈君是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负责人，合作社共 4个养殖场。2013年，仅
养殖果子狸一项收入就给合作社带来 110
万元的利润。

白沙农村合作银行行长郑伟说， 目前
白沙 2 万多户农户中， 已经有 5142 户在
该银行贷款。

从 2011年到 2013年年底，该银行共发
放美丽乡村建设贷款金额 4524万元，共 46
个村，1012户， 尚有存量余额 3187万元。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 本报记者 杨勇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随着一缕炊烟徐徐升起，白沙黎族自
治县罗帅村的 3 位大厨开始张罗客人的
饭菜。

“今天是周末， 正是生意最火的时
候。 ”村民王公存说的生意是乡村旅游。
凭借依山傍水的地理条件，罗帅村吸引海
南天涯驿站的投资搞起了乡村旅游，慕名
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村子成了远近闻名
的休闲度假目的地，旅游也成了村民的摇
钱树。

近年来， 随着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
的深入，白沙深入挖掘农村文化、旅游
资源，将其变现为农业增长动力，培育
新型农业产业内化为农村发展动力，一
批具有鲜活地方人文色彩的创意农业、
品牌农产品等新型农业产业正在白沙
兴起。

新业态：
农业产业“接二连三”
“老干妈”陶华碧享誉国内外，而在白

沙也有一位名誉白沙的中年女性———金明
燕。正是她，让越来越多的人品尝到了黎族

特色美食———肉茶和鱼茶， 也让这一美食
越来越多地为外界人士知晓和钟爱。

2012年， 政府帮助金明燕所做的品
牌建设，提升了金明燕鱼茶的“身价”。当
年 12 月 3 日，金明燕注册的“金明燕鱼
茶”，经过专业广告策划公司包装，正式
“穿衣” 上市， 市场价格卖到了 36 元 1
瓶，还推出了“肉茶”、“牛皮茶”等“鱼
茶”衍生产品，成为当年冬交会上白沙馆
里的一大亮点。

这样的成功案例在白沙不止一个。山
兰米、竹笋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在加工产业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的
同时，一批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在农
村崭露头角，白沙的自然风情、观光农业
和乡村旅游业蓬勃兴起。

与此相生的是加工制造业和餐饮
等服务行业在农村的崛起， 二三产业
对农业的注入、联动和融合。

新卖点：
白沙农业品牌“高新优多”

4月 18日， 走进位于邦溪镇的农林产
品加工基地里的白沙农业和农产品展示厅，

迎面进入视线的八个口号式的大字———
“文化农业 品质生活”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个展厅里，最特别的要数“夫妻
鸡”了。 2012年 12月 12日，一对来自永
基畜牧股份有限公司的白沙土鸡“雅文”
和“美西”，在冬交会农产品拍卖会上因
一纸“家禽结婚证”和一场特别的婚礼而
扬名，当场拍出 4 万元的天价。 因为“夫
妻鸡”带来的品牌效应和精美包装，永基
出产的白沙土鸡每只由原来的 70 元上升
到包装后的 198元。

不仅如此，“爱情米” 也因阿山和阿
兰的故事而让白沙山兰米身价猛涨。 相
传，古时,这对黎族年轻男女发明了在山
坡石缝中种稻谷的技术,从此过上童话般
的生活。 后人就把这种米叫山兰米。

白沙县副县长周秋平说，作为践行“四
化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农业
模式， 文化农业的发展体现了生产发展和
农民增收的目标统一， 体现了保护环境和
产业发展的协调统一，也体现了文化内涵和
品牌塑造的本质统一，更体现了工业化、城
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在文化农业建设过程中，白沙已在全
省率先以县域大农业注册 “白沙生态农
业”商标，并统一应用在所有白沙农产品

的外包装上。 白沙农产品逐渐形成“高新
优多”和“土特绿”等卖点。 近年来，白沙
打造了绿茶、生姜、竹笋、大米、南药和土
鸡等 8大系列近 60个品种。

新流通：
农业产业结“网”同行
近年， 白沙农业局先后创建网上专营

店， 并于去年 11月在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
和天猫商城开通“白沙生态农产品直销店”。

开通至今，网店已俘获众多省外顾客
的心。 “黑龙江、北京、上海等多地都接到
过订单，大家反响也非常好，店铺 100%
的好评。 ”实体店店长巫妙双说，白沙绿
茶、黎歌蜂蜜、翁源竹笋、山兰米、姜茶等
数十种白沙生态农产品均已在淘宝网上
线销售。

虽然网店销售暂时还不能取代传统
销售渠道，但政府卖力吆喝的背后是农产
品与电商结伴的产业思路。

对农产品流通企业的重视，对产品流
通方式的推介，白沙农业部门低头抓生产
的同时更加注重流通环节，正在构建新的
农业发展市场经济学脉络。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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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农业发展

白沙三次产业比重由
2012年的 59.8：15.2：25.0

调整为 2013年 55.6：16.8：27.6

� � � � 农业增加值增长 6.7%
� � � � 创建农产品直销店 3家

农产品展示厅 1个
淘宝网店 1家

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资金
3844.1万元

数读扶贫济困

2013 年省扶贫办下拨白沙
扶贫资金 1971万元

分别用于农村基础建设、产
业发展、技术培训。

2013 年，该县农村人均纯收
入达到 6701元，同比增长 15.8%。

制图/张昕

白沙思源学校的小学生在校阅览室
阅读课外书。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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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南药成为白沙保优村的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和。 融和。 和谐。
融和。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深入，白沙深入挖掘农村文化、旅游资源，将其融和发展，变现为农业增长力。 “陨石坑绿茶”、“夫妻

鸡”、“爱情米”，一批具有鲜活地方人文色彩的创意农业、品牌农产品等新型农业产业，正在白沙兴起。 在农业产业发展中融和只属于白沙农业自
己的独特文化内涵，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引擎。

和谐。 “文化农业”的发展体现了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目标统一，体现了保护环境和产业发展的协调统一，也体现了文化内涵和品牌塑造的
本质统一，更体现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这种为白沙“量身定制”的农业发展思路，为其谱写了和谐发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