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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低矮破败的土坯房里，前墙掉
土、后墙裂缝，遇上刮风下雨天，村民们个
个愁苦不堪。这是3年前的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湾岭镇大边村的真实写照。

如今再次回访大边村，宽阔平整的水
泥路直通农家院落，49栋红顶白墙的砖
瓦房整齐地排列在道路右侧，户户门前花
草点缀、绿树成荫，住进新房的村民们更
是喜笑颜开。

“这新房是政府给盖的，房子有90平
方米，三室一厅，还有个小院子呢！”走进村
民王万启家中，沙发、茶几、液晶电视等一
应俱全，屋内的摆设几乎和城里人没什么
区别。“终于不用害怕屋外下大雨，屋里下
小雨了。”王万启妻子王梅花感慨地说。

由于人多地少、产业单一，大边村一
直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为此，在县委书
记孙喆的率领下，县委办、发改、扶贫等相
关部门多次为大边村急需解决的难题、产
业发展“把脉”，孙喆更与村民王万启结下

“穷亲”。
针对该村实际，2014年琼中将该村

纳入全县整村推进重点建设村庄，并列为
当年富美乡村建设示范点，充分整合省、
县一级财政配套资金2348.14万元，全力
推进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三大扶贫开发工程。

琼中采取“小额信贷（政府贴息）+农
户自筹+危房改造资金”方式，率先在全
省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
作，探索建立农民住房财产权“大边村”模
式。一栋造价15万元的110平方米新
楼，除了贷款、危房改造的补贴，村民自己
只要掏出两三万元，即可住进新房。

经过近3年的精准扶贫，如今大边村
不仅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民们更发展起养蜂、养羊、养山鸡、泥鳅养
殖等特色产业。2015年，全村贫困人口
从2014年的47户142人下降为7户29
人，减幅达85.1%。

茵茵绿草的村道，木
色别致的凉亭，鳞次栉比
的青瓦农屋……5月 10
日，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镇大边村，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尽收眼
底。这个昔日的贫困山
村，通过扶贫开发整村推
进等一系列扶贫举措，如
今旧貌换新颜，焕发出靓
丽的“身姿”。

大边村的美丽蜕变，
是琼中脱贫攻坚成果的
一个缩影。从“大水漫
灌”到“精准滴灌”，从“输
血”到“造血”，从“撒胡椒
面”到“攥指成拳”……去
年以来，琼中创新机制，
精准实干，精准扶贫，大
力实施十大脱贫工程，使
一个个偏远的贫困山村
搭上了增收“快车”，一个
个贫困户脱下了“穷帽”，
朝着幸福小康之路阔步
前行。

如今，这块涌动扶贫
攻坚大潮的中部山区土
地，正结下靶向治疗、精
准滴灌的扶贫硕果。

“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
部”。琼中把基层党组织作为脱贫
攻坚的战斗堡垒和战略支点。

“阿嫂，羊生崽后半个小时内要
吃上羊母乳，这样存活率就高了
……”在罗马村的田埂上，岭门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黄海军一边追着村
民邱洪梅，一边向她讲解养羊的技
术。黄海军是省农信社的员工，自
去年7月担任“第一书记”以来，他

一方面加强村里的党建工作，另一
方面大力抓扶贫攻坚，帮扶贫困户
办理小额贷款，用于危房改造和产
业发展等。

几乎天天和贫困户打交道的黄
海军，对于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和困
难情况了如指掌。去年底，金妙朗
村贫困户王文养了500多只山鸡，
销路无门。黄海军得知后，便通过
微信平台宣传山鸡，打开销路，还主

动联系海汽快车，利用海汽快车的
交通网络平台，让王文的山鸡“飞”
向全岛。去年，王文养的山鸡收入6
万余元。

像黄海军一样，琼中目前有40
名优秀干部在基层农村担任第一书
记，为基层百姓致富服务。今年来，
琼中选派一批熟悉党务、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的优秀机关干部到贫困村
担任“第一书记”；选派588名干部

对100个村庄进行驻点帮扶，协调
投入资金达4328万元，解决了一批
贫困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

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琼
中深入实施“联心富民”工程，开展
城乡党建“四联三问”、结对帮扶、

“双争四帮”、选派第一书记等活动，
推动人财物向贫困村党组织、贫困
户倾斜，全面构建了“县、镇、村”三
级联动的“大扶贫”工作格局。

扶贫出招有特色，“扶贫+”惠民生

“贫困村、贫困户最期盼解决的
实际问题，成为我们帮扶的重点。”县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长丰说，琼
中全面启动“扶贫+”，加快实施农业
特色产业、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等“十
个一批”脱贫工程，带动了一批贫困
群众增收致富。

贫困山区的脱贫，难在没有资
金、产业和技术支撑。

没有资金？那就实施金融服务
脱贫工程。一片橡胶林下，阵阵山风
吹拂，凉意十足。一小群黑山羊在陡
坡上觅草、嬉戏，蹦地正欢。罗马村

贫困户王成越的妻子邱洪梅在周边
不断地“哟喝”。去年底，王成越向农
村信用社贷款1万元买了9头黑山
羊，如今已经生了7个羊崽。“十几头
羊价值几万块钱了，今年脱贫不成问
题。”对于政府贴息扶持的养羊产业，
王成越信心满满。他说待到把羊卖
后，有了钱，打算再向信用社贷5万
元建新房。

为了解决扶贫资金难题，琼中整
合使用专项扶贫资金和各类涉农资
金，建立每年不低于20%增幅的扶
贫开发财政投入机制。

没有产业和技术？那就实施农
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吊罗山乡的一
片深山中，一排崭新的鸡舍掩映在山
林之间，其中山鸡纷飞，不时传来一阵
阵啼鸣与啄食的声音，显得格外热
闹。“政府在家门口为我们建起了养鸡
场。”吊罗山乡什插村的贫困户陈政东
说，今年1月，政府投入30余万元，修
建鸡舍15间，在政府的扶持下，他们
开始发展山鸡养殖产业。

去年还是贫困户的罗马村村民
林富，今年却成了村里的养羊大户。
他去年贷款2万元买了16只羊，开

始了他的产业生涯。“技术方面没有
问题了，村干部经常组织我们几个去
培训。”林富告诉记者，每隔一段时
间，他和村里的贫困户便被请到镇里
学技术，热带农业科学院的专家给他
们教学。如今，养羊技术他已掌握了
不少。

优先在贫困村开展特色产业“百
村百社、千人万户”创业致富计划，引
导贫困户发展桑蚕、养蜂、养鸡、稻鱼
共生等特色产业，近年来琼中培养了
225名贫困户成致富带头人，带动了
2238户贫困户脱贫。

干部精准实干，扶贫成果显著

精准实干抓扶贫 琼中山村奔小康
用真情把脉，用真心找穷根

扶贫攻坚整村推进
大边村旧貌换新颜

大
边
村
。

如果说富裕地区各有各的致富模
式，那么贫困山区贫困的原因便大抵
相同——山多、路远、耕地少、策难施。

琼中是集山区、民族自治地区、
革命老区、生态保护核心区“四位一
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
保护与发展之间，如何实现脱贫致富
和全面小康的“双重跨越”，是长期盘
绕在领导干部心中的一道“坎”。

为了找到扶贫根源，去年7月
起，县委书记孙喆用两个月时间，率
领各级领导干部深入44个贫困村，
走访了4000多户贫困户。之后，多

次召开专题理论研讨，摸清了全县的
“穷”家底。

“经过梳理，我们查找出五大突出
难题。”孙喆扳着手指一个个地数：农
村贫困人口数量多、基数大、贫困群众
思想观念滞后、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
足、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和生态保
护与开发矛盾突出。孙喆说，主要根
源还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身上，办法
不多、老思路不灵、措施不力……

千难万难，用真心、真情、真利益
赢得民心就不难。扶贫攻坚也一样。

天气闷热，大边村村民王万启和

妻子王梅花在家中大厅纳凉，有说有
笑。去年底，他们和村里的49户村民
一样，搬进了宽敞明亮的住宅楼，告别
了雨天在家中用桶接水的日子。王万
启告诉记者，他家原是村里的贫困户，
自从成了县委书记“一对一”帮扶扶贫
联系户之后，好日子便慢慢开始了。

“去年以来，孙书记来我们家不
少于10趟。”王万启说，县委书记每
趟过来都带村民的难题回去，过不了
多久就都解决了。“我们村住房难，新
房建起来了；基础难，村里环境美起
来了；产业难，政府扶持养殖黑山羊、

山鸡、蜂蜜和泥鳅！”
只有找准致贫原因，才能对脱贫

致富“对症下药”。通过掌握贫根和
对形势的研判，琼中从实际出发，成
立由孙喆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

“十三五”扶贫开发规划和年度脱贫
攻坚实施方案，以脱贫攻坚工作统揽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推行“一把手”带
头研究重大问题、协调难点事项、狠
抓任务落实机制，明确县、镇、村三级
帮扶责任制和工作台账，构建形成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大扶贫”工
作格局。

实施农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开展农
业特色产业“百村百社、千人万户”创业致
富计划，重点扶持贫困户发展桑蚕、稻鱼共
生、益智、养鸡、养鹅、养蜂、养羊、养牛等八
类农业特色产业，2016 年整合产业发展资
金 1.04 亿元，每年人均 3000 元左右的标准
给予种苗或物资扶持；实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带动贫困户奖补
政策，即：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5 户以下（含）按 2000 元/户给予
资金帮扶，6—10 户（含）按 3000 元/户给予
资金帮扶，11—20 户（含）按 4000 元/户给予
资金帮扶，20 户以上按最高标准 10 万元给
予资金帮扶。

实施生态旅游脱贫工程。以全域化旅游
为目标，以乡村旅游为主线，以景区建设、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和乡村旅游为互动，2016年
整合乡村旅游、富美乡村、社会资本、金融资
本等资金3.62亿元，着重打造云湖、红岭、和
平等10条“奔格内”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和
东部、北部、西部、南部、中部等5大乡村旅游
片区，加快推进琼中“奔格内”国家步道、房车
露营地、民宿客栈和乡村巴士停车场建设，引
导支持贫困户参与农家乐、民宿、旅游商品开
发等业态，力争年内旅游村寨覆盖贫困自然
村30%以上。

实施基础设施脱贫工程。以“五网”基础
设施建设为突破口，2016年整合各类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2.67亿元，重点投入到贫困村整
村推进、“富美乡村”建设、电网升级改造、农
村危房改造等工作。尤其在农村危房改造方
面，投入 8070 万元改造 1400 户，对于建档立
卡贫困户，重建（新建）的每户补助6万元，修
缮加固的每户补助2万元；对于一般农户，重
建（新建）的每户补助5万元，修缮加固的每户
补助1.5万元。

实施教育发展脱贫工程。率先在全省实
施高中教育阶段“三免一补”和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的基础上，对学前教育
贫困儿童，按3000元/年/生标准，发放生活补
贴；对义务教育贫困学生，按1750元/年/生标
准，发放生活补贴；对普通高中贫困学生，按
均3000元/年/生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和生
活补贴；对贫困中专学生，免除学费、住宿费、
课本费，并按照4500元/年/生标准，发放国家
助学金和生活补贴；对考入或在读高等院校
的贫困学生，给予生活补助2000元/年/生、学
费资助5000元/年/生。2016年投入436万元
解决3947名贫困学子上学难的问题。

实施光伏发电脱贫工程。采取政府补贴
大部分、企业让利和免费运维、贫困户自筹的

方式进行扶持，对安装单晶硅太阳能组件
（29160 元/套/户）的贫困户，政府补贴每户
27160元，每户自筹2000元；对安装多晶硅太
阳能组件（26520元/套/户）的贫困户，政府补
贴每户24520元，每户自筹2000元；对安装薄
膜太阳能组件（39972元/套/户）的贫困户，政
府补贴 37972 元，贫困户自筹 2000 元。贫困
户自筹资金有困难的，可通过光伏发电组件
担保贷款，政府全额贴息。2016年投入1300
万元，为450户贫困户发展光伏发电产业，每
年可为每户贫困户创造3000元的稳定经济收
入。

实施金融服务脱贫工程。与省农发行、
省信用社分别签订授信 100 个亿、50 个亿信
贷资金，撬动金融资本投放到贫困村人居环
境、乡村旅游建设、基础设施等项目；鼓励贫
困户利用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财
产权（两权）进行抵押贷款，用于改善居住环
境或发展生产，最高可达10万元；延长贫困户
贴息期限，针对贫困户的农房抵押贷款贴息
期限延长到8年，针对贫困户对光伏等产业项
目的贷款贴息期限延长到5年；建设20间农
村金融服务室，为农民提供快捷高效的支付
清算服务，及时解决农民的金融需求。2016
年，新增贷款金额5亿元，其中涉及贫困农户
贷款2260万元。

实施生态补偿脱贫工程。以改革森林
保护投入机制和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
制为出发点，加快推进生态直补试点，提高
公益林生态直补标准，不断增加贫困群众
收入。生态公益林地块内树种为橡胶、槟
榔、油茶等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为 200 元/
亩/年；地块内树种为马占、桉树等其它用
材林的，补偿标准为 400 元/亩/年。采用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招聘 10 名贫困群众充实
到山林防护、农村保洁等公益性岗位上，实
现就地脱贫。

实施转移就业脱贫工程。做好“输血式”
就业扶持，实施“雨露计划”、“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工程”，采取劳动技能订单式免费培训，
定期组织外出务工活动，提高贫困群众工资
性收入；做好“造血式”就业扶持，以全域化旅
游为契机，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扶持
培育一批旅游休闲、餐饮住宿、酒店管理等企
业，对优先录用贫困对象的企业，实行以奖代
补、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为贫困户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做好“大众创
新、万众就业”扶持，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计划，通过设立就业创业资金、以奖代补等方
式，鼓励退伍复员军人、优秀大学毕业生、乡
贤能人等返乡创业。2016年投入资金655万
元，扶持贫困户提升就业技能564 户619 人，

转移劳动力1012户1824人。

实施易地搬迁脱贫工程。对地处偏远、
生态敏感的贫困村庄，彻底整体搬迁，做好安
置点产业扶持和设施配套。完成了红岭水库
周边 4 个村 5 个连队 268 户 1258 人的移民搬
迁，建成安置房 293 套，面积 38100 平方米。
今年将继续推进营根镇百花村一、二队，红毛
镇合老村易地搬迁工作。

实施保障兜底脱贫工程。实施最低生活
保障，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特困人群
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建立分类施保机制，分类
增发低保标准10%-30%的特殊困难补助金，
2016 年投入 168 万元兜底 500 人。实施医疗
救助（大病救助），对特困人员（农村五保）、孤
儿符合补助政策的医疗费部分给予 100%补
助，对纳入低保的贫困户个人负担部分给予
最高标准 70%补助，对贫困户家庭成员中因
患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给予最高标准 70%补
助，医疗救助（大病救助）的最高补助2万元。
实施临时救助，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因突
发事件、患病、上学等造成家庭困难的，按照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倍，给予其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不超过3个月的一次性基本生
活补贴。2016年投入2090万元惠及困难群体
2091人。

琼中十大脱贫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