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期间，我
省各级财政共投入扶
贫资金44.4亿元，同比

“十一五”增加 20.38
亿元，增长84.8%。

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贴息资金

8750万元，引导带动小额信贷资

金 19.8亿元，共扶持种植和管理

各类经济作物 120万亩，饲养家

畜家禽 730万头（只），覆盖贫困

农户10万户、45万人次。

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扶持修建乡村道路968公里、建

桥28座、涵洞916个，解决50多
万人行路难问题；建饮水工程、建
水利工程266宗，解决21.77多万

人饮水难和6万亩农田灌溉难问

题，建文化设施2万平
方米等，贫困地区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得
到改善。

全省共对300个贫困村实施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仅2015年，
已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1426
万元，整合各类涉农资金23946
万元，共计35372万元，基本完成

60个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任务，其中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市县贫困村21个，平均每

个整村推进村投入资金 363 万
元，主要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危房
改造、产业扶贫等工作，受益人口

24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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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刻着“武”字的
石墙下，无论男女老幼，
动作整齐划一地练着一
套拳术，每招每式力度
十足、一拳一脚虎虎生
风，伴随着“呼”“哈”的
打气声，俨然一幅武侠
小说里才会出现的画
面。这里是屯昌县新兴
镇沙田村委会的坡陈
村，这个被称作“五行
桩”发源地的武术村，在
几年前却是个产业结构
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到
位、人均收入低于平均
线的贫困村庄。

变化得益于我省
精准扶贫的推进。而在
全省，“十二五”期间共
有300个村庄像坡陈村
一样，在精准扶贫的政
策推动下实现脱贫，全
省脱贫人数达 36.3 万
人，5个国家扶贫工作
重点县年人均纯收入则
从2010年底的3829元
增 加 至 2014 年 底 的
8315元。

5 年扶贫攻关，离
不开“精准”二字。“扶持
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
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
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
准、脱贫成效精准。”省
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吴
井光说。

超44亿元投入，助36万多人甩掉“穷帽子”

精准下药祛贫根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吴晓笙

资金投入具体到项

“进出村子不方便，走的都是黄泥
路，虽然有武术之乡的名，却甚少有人
知道这个地方。”沙田村委会主任许桓
介说，除了习武，村里也没有发展特色
产业，加之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均收入
常年在贫困线以下。而早前针对坡陈
村现状所进行的扶贫，主要是输送大量
生活物资，只能短期治标，无法治本。

从2013年开始，包括坡陈村在内
的许多贫困村庄发现，以往总是“柴米
油盐鸡鸭牛羊”的帮扶物资，在这一年
变成了一张张详细的规划图纸，从危房
改造、村容村貌改建、基础设施建设到
养殖设施。原本分散的资源被集中起
来搞发展，一套详细的整村推进扶贫开
发在我省各地铺开来。

在省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吴井光
看来，整村推进的扶贫策略不仅避免了
过去撒“胡椒面”的扶贫方式，集中力量
办大事，省扶贫办同时在扶贫资金的投
入上主动求变，整合的扶贫资金被准确
地花在每一个项目之上，一聚一散之
间，完全改变了过去无针对性的扶贫方
式，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提供
了模板。

政策一变，规划先行。在海口市革
命老区塔昌村，集中资金投入危房改
造、防震综合楼、慢行道、红色文化公
园、带状公园等一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中，民宅及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也全部焕然一新。胡椒、橡胶等传统
产业稳中有升，青柠檬、蜜柚等新产业
渐成规模，在种植业的支撑下，利用村
子本身的优势资源，观光农业和红色旅
游也正蓄势待发，一改往日贫穷落后的
面貌。

吴井光说，在“十二五”期间，由省
扶贫办牵头整合资源，修建乡村道路
（村组、生产路）968公里、解决50多万

人出行难，同时新建饮水工程、水利工
程266宗、解决15万多人饮水难和6万
亩农田灌溉难问题。

而在由省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
展定点扶贫的600个贫困村里，同样用

“整村推进”的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每
个村子至少300万元的集中投入，实现
了村庄的多方面发展，同时也因地制宜
地为当地规划出了一个个特色产业，用
短期投入，实现长远发展。

产业扶持深入到村

因地制宜、规划产业，这是在整村
推进的同时，我省在扶贫开发中探索出
的又一条路子。

“作为热带省份，海南本地的热带、
人文、自然优势条件突出，特色产业特
别是特色农业发展潜力很高，而对贫困
地区而言，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
百姓对市场不熟悉，时常导致‘养在深
闺无人识’。”吴井光认为，扶贫不仅是
建几座房子、修几条路就能实现的，如
何破解“年年扶贫年年贫”，必须要从产
业发展上着手。

“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从1360元到
近万元，需要多久？”在定安县龙门镇石
坡村，党支部书记莫家忠不管是接受采
访还是出门到外地，总喜欢问这样一个
问题，而他的答案，是4年。

2011年，在定安县扶贫办的扶持
下，石坡村成立了3个养鸡专业合作
社，带动当地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发展林
下养鸡业。4年来，定安县扶贫办投入
的资金总额仅84万元，换来的成绩是
2014年石坡村全村出栏富硒鸡70万
只，纯利润超过700万元，成功带动当
地66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小投入、大产出并非偶然，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特色产业发展中迸发的能
量是关键。

“目前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中，相

当一部分是因为缺资金、缺技术、方法
少、门路窄勤劳致富精神不够导致
的。”省扶贫办副主任陈正优认为，通
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他们拓宽思路，
投入少量启动资金并加以技术传授，
扶持发展特色产业，是帮助他们增收
脱贫的好办法。

不仅在石坡村，在屯昌县新兴镇兴
诗村，当地农户在扶贫帮扶的基础上成
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特色养殖，不仅
实现了脱贫，还逐步形成了“合作社+”
体系，在先富起来以后主动带动其他村
民脱贫。

而在白沙的罗帅村、儋州的力乍
村、琼中的什寒村等等，扶贫工作牵一
发而动全身，当地沉睡的旅游资源被渐
渐唤醒，紧跟美丽乡村建设的脚步，旅
游产业就成了许多村子脱贫的路子。

“根据各个市县不同情况来布局适
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如在山区实现重点
开发热带经济作物、水果为主的种植
业，丘陵地区则开展养殖业等等。”吴井
光认为，帮扶对象要精准，帮扶措施也
要精准，一条为贫困地区“量身定制”的
发展路子，不仅能助其脱贫，还能夯实
当地产业基础，形成可持续发展，防止
返贫。

扶贫扶志精准到人

在全省贫困地区布局特色产业的
同时，省扶贫办也清楚地意识到，依托
产业发展脱贫的同时，不少地区由于缺
乏相关经验和人才，也出现过产业发展
缓慢的情况。培养致富能人，靠先富带
后富，带动当地群众脱贫。

2015年8月，我省先后在定安、琼
中两地开展了5期共25天的“能人帮困
脱贫”综合培训，旨在通过政策解析、实
地观摩、交流讨论等多种方式，明确工
作方法、干部责任，掌握中央及我省“三
农”政策、扶贫政策以及创业带富技能，

发挥“致富能人”作用带领当地群众脱
贫致富。

“值得注意的是，在培训开始前，我
们对学员进行了一次‘选拔’，让真正具
有带富能力、致富意识的党员干部、入
党积极分子来参与此次培训。”省委组
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吃准政策、找准路子、走出步子，引
领贫困群众谋事创业。举办培训班，不
仅能搭建培养致富能人的平台，也给他
们提供了拓宽眼界、激活思路、共享信
息、交流经验的机会。

同时，我省还积极开展雨露计划、
阳光工程、春蕾计划等等，本着“授人以
渔”“百年树人”的扶贫思想，为贫困地
区的年轻人创造学习知识、学习技能的
机会，习得一技之长后提高就业几率，
实现脱贫致富。

扶贫还要扶志，向贫困地区带去的
不仅有资金资源，还有现金的理念，以
个体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实现脱贫。

在海南省商业学校，就有这样一群
“特殊”的学生，他们来自偏远的贫困地
区，却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
本身学历不高却借助学校的平台努力
学习技能。通过短短3年的学习，让他
们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摘掉“穷帽子”，实
现脱贫。自2010年以来，已有580名
学生进入省商业学校雨露计划学历教
育班，通过高度关注、侧重培养，教育效
果显著。

翻开学校的优秀学子名录会发现，
不少来自雨露计划学历教育班的学生
获得了省级乃至国家级专业技能比赛
奖项。

“‘十二五’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实
则是为‘十三五’期间的扶贫攻坚打下
基础。”吴井光说，利用三年攻坚，两年
巩固提升，利用“十二五”期间总结的经
验，调整“十二五”扶贫工作的不足，要
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定安龙门镇石坡村村民养鸡致富。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昌江将种桑养蚕作为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和方式。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儋
州
开
展
扶
贫
摸
底
工
作
，力
争
做
到
精
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
。

本
报
记
者

苏
晓
杰

摄

“十三五”期间，我省
将完成300个贫困村“五
网”建设，同时通过实施整
村推进扶贫开发实现整体
脱贫，且贫困人口（含农垦
农村贫困人口）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越过我省现行扶
贫标准线2650元（2010
年不变价）。

同时实现我省5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市县
全部摘帽，与全国人民同
步实现小康，巩
固提高扶贫开发
成果。 （刘辑）

“十三五”期间扶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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