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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况昌勋

方向不对，难免南辕北辙；产业不
准，扶贫适得其反。

产业扶贫，是贫困农户实现脱贫的
关键。但产业扶贫工作需要精准化，防
止“产业扶贫若干年，卖难返贫一夜间”
的现象出现。今天，国务院召开全国产
业精准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后，
省政府对我省产业精准扶贫工作进行
了部署，要求“资金跟着贫困户走、贫困
群众跟着致富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
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

因地因市场定产业

翻过山路崎岖的阿陀岭，才到五
指山市通什镇番赛村。村民曾尝试发
展橡胶、槟榔、荔枝等产业，但因这里
海拔高、气温低、云雾天气多，产量低，
没啥收入。但是，这种天气却适合茶
树生长，这两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引进
企业，引导村民种植五指山茶、忧遁草
等作物。

“我种了5亩忧遁草，不到两年
时间，采收了3次，一共赚了2万多
元。”村民吉春花说。五指山茶，今

年也收了第一批春茶，每斤茶青售
价15元。

“产业扶贫不能盲目，要摸清扶贫
户生产经营情况，分析贫困地区特色
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市场空间、环境
容量等，科学确定产业。”副省长何西
庆表示，也不能把眼光只盯在农业上，
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发
展农产品加工物流业、休闲农业、农产
品电商等，延伸农业产业链。

据悉，我省将把农业调结构与产
业扶贫有机结合起来，扶持一批贫困
户开展甘蔗、橡胶、水稻、木薯等结构
调整，因地制宜，发展适合的特色高效

产业。

发挥致富能人带动作用

“给他们发羊苗、鸭苗，养大卖了，
钱花了，第二年又返贫了。还有一些，
因为缺乏技术，都难以养大。”采访时，
基层扶贫干部说出了困扰。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地质村，
就探索“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
山羊养殖大户带着贫困户一起成立合
作社。政府扶持的种羊由合作社统一

“代管”，一方面不让贫困户随意出卖
种羊，等到种羊下崽；另一方面合作社

提供技术、销售和理财观念，帮助贫困
户一步步发展做大。目前地质村黑山
羊种羊存栏量有300多只。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
户和致富能人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骨
干，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带动作
用。”省扶贫办主任吴井光说，我省将
推行“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
吸引贫困农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发
展产业，拓宽收入来源。

今年，我省计划每个贫困村至少
有1至2个、每个市县至少有100个
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建立帮扶关系；
同时，分批对1800名创业致富带头

人进行培训，让其了解各项扶贫政
策，树立“共赢”理念，带动贫困群众
增收脱贫。

解决制约产业发展问题

据调查，缺资金、缺技术是我省贫
困群众致贫的重要原因。产业精准扶
贫，还需要解决资金、技术、信息等制
约农村产业发展的因素。

“我们将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说，
省农信社与省农业厅计划用3年时
间，建成“一个农业大数据资源库、一
个农业信息公告服务平台支撑体系和
多个行业信息化应用子系统”，同时接
入省扶贫办采集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信
用信息，为小额贷款发挥精准扶贫提
供信息支持。

同时，我省还将着力发展农业保
险，积极发展产品保险，探索开展价格
保险试点，降低农民风险，保护农民生
产利益。

我省将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
务，鼓励和支持邮政、供销、商贸、金
融等企业到贫困地区建设电子商务
服务平台，培育农村电商队伍，构建
网上农产品营销市场，引导、推动贫
困村、贫困户通过互联网直接对接
市场。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一版延伸
产业精准扶贫

本报屯城5月23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邓积钊）今天下午，2016年海南省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现场会在屯昌召开，为省
工业学校等十所学校授“海南省食品安全示
范学校食堂”牌匾，并提出力争至2020年创
建100所“海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的
目标。

据了解，目前我省3295所学校共有食堂
3316家，经过评选，首批申报“海南省食品安
全示范学校食堂”的32家食堂中，省工业学
校、海南屯昌思源实验高级中学等10所学校
被授予“海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牌匾。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创建“海南省
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的成效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包括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为
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提供科
学依据，及时发布食品安全预警信息、确保
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
会责任。

会议提出，省教育厅将牵头省食药监局、
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海
南省学校食堂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和建设标
准，全面改善学校食堂基础设施设备不足的情
况，满足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硬件需求，力争
在2020年创建100所“海南省食品安全示范
学校食堂”。

我省将创建百所食品
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码上读
荷花美 莲子香 农民笑

5月23日，在海口市龙泉镇椰子头村涵泳村小组，村民陈丁峰正在忙着在荷塘里采莲
子。

据介绍，该村的村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因地制宜，将村里大片的沼泽地变荷塘，种植荷花，
将种出来的莲子卖出去，为当地村民创业致富开创了一条新路。

目前，这个只有1000多常住人口的小村庄，种植的荷塘逾两千亩，种荷花已经成为当地
村民创业致富的首选。今年的莲子价格行情不错，目前价格20多元一斤，产量也好，很多云南
四川等省份的客商前来预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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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3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国栋）晒出爸爸
和孩子的温情瞬间，把爱传递给全世
界，赢取六重大奖。5月24日，由海
南日报新媒体部主办的“瓦要上封
面”第二季“瓦要上封面之我和我的
超级英雄”启动，6月5日报名截止。
6月6日-6月16日进行投票，得票数
第一名将直接获得6重大奖。

海南日报新媒体“瓦要上封面”
第二季的活动共有3种报名方式：一
是关注海南日报微信号（hnrb1950），
进入公众号后，在底部导航栏处点击
【瓦要上封面】按钮打开报名页面（或
输入关键词“瓦要上封面”，再点击弹
出的链接进入报名页面），填写报名

信息并上传孩子与父亲的合照即可
完成报名；二是将孩子与父亲的合
照+姓名+电话号码+所在城市发送
到海南日报活动邮箱：daddy-
love2016@qq.com ；三是到金宝贝
国际早教海口中心、胡画少儿艺术活
动中心现场报名。

“瓦要上封面之我和我的超级英
雄”将于6月6日-6月16日进行投
票，用户可以通过海南日报客户端和
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进行投票，海南
日报客户端每人每天可投3票；海南
日报微信公众号每人每天可投1票。
其中，得票数第一名将获得现金奖励
4999元、爸爸亲子合照荣登海南日报
客户端开机封面连上三天、三亚湾红

树林度假世界两天两晚免费入住券
（四间豪华客房）及水乐园门票 2
张、金宝贝国际早教海口中心提供
的价值3800元课程月卡一张、胡画
少儿艺术活动中心提供的价值2360
元三个月课程卡一张、海口 Hello
Baby儿童影像馆提供的价值1790
元儿童摄影套照一份等六重大奖。
票数第4名至第30名的用户也有奖
品。此外，参加活动的至少 170个
家庭，将获邀观看 6月 19 日“父亲
节”当天海口、三亚、儋州三地中视
影城 IMAX厅或巨幕厅开设的“父
亲节”专场电影（扫描右侧的二维码
查看活动细则）。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活动报名需

提交真实照片，虚假照片与报名信息
视同无效；同一父亲不可重复报名，
双胞胎与父亲视为同一组照片，每个
父亲限中奖一次。广大市民和用户
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或者到各大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海南日报”，即可
免费下载安装海南日报客户端。

晒出父子（女）温馨瞬间，把真情传递给全世界

海报新媒体“瓦要上封面”第二季启动

“瓦要上封面”
第二季活动
细则二维码

欢迎扫描
海南日报

客户端二维码

同时，分批对1800名创业致富带头人进

行培训

因地因村因人施策，找准特色产业，实现持续性脱贫

把脉产业发展 走准脱贫路径

本报海口 5月 23日讯（记者郭
萃）20日下午，一架海航787客机的
货仓载着海口市火山村荔枝自有基
地的 5吨荔枝，起飞前往北京。目
前，火山村荔枝与联想佳沃已达成
战略合作，以“互联网+品牌农业”
的模式，包机运送火山村荔枝自有
基地的 30 多万斤新鲜荔枝到北京
销售。

海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副调
研员雷振宇告诉记者：“‘互联网+品
牌农业’的变化速度日新月异，对农
产品供应链的需求是快，对农产品原
产地的需求是品牌化。我们旗帜鲜
明地支持海南企业以原产地作为品
牌营销的第一手段，可以打造地方品
牌，让海南品牌农业成为国际旅游岛
的一张新名片。”

海南荔枝
搭专机飞北京

◀上接A01版
使贫困户获得多种收入，并充分发挥资金、信
息、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解决制约产业发展
问题。

会议强调，要围绕建立风险、奖惩和支持
办法，尽快完善政策制度，搭建聚集要素平
台，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精准扶贫工
作顺利开展。

副省长何西庆出席海南分会场，并就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扶持发展贫困人口
参与度高的区域产业

◀上接A01版
翻阅规划，昌江以生态保护为第一原则，划

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48.5%，超过全省33.5%的平均水平，比省划定
面积增加了24平方公里；坚持减量规划，核减
各类“低效”建设用地2788公顷，提高土地集约
节约利用；用地需求精准落位，细化建设用地规
模边界；注重融入省委、省政府战略目标和工作
部署，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在规划编制中，昌江注重将全域旅游、产业
小镇、美丽乡村、“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
保等融入“多规合一”成果，进一步提高了规划
的可操作性。按照“生态优先、区域统筹”的总
体思路，形成“两廊、六区、山海互动、协调发展”
总体空间结构，重点打造4个特色产业小镇，建
设29个美丽乡村；在山地、滨海、滨江和中心城
区优化布局建设用地2574公顷，生成产业转型
升级类、生态环保类、基础设施类等5类共计约
80项重大项目。

绘就一张蓝图
力推转型升级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
讯员云慧明）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省幼儿
园管理，日前，省教育厅决定针对当前我省仍
然存在大量未注册幼儿园的现象，继续开展
未注册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拒不整改和安
全隐患严重的幼儿园，将由各市县（单位）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依法采取联合行动，坚
决予以取缔。

据了解，专项整治工作将按照“先整改后
整治”的原则，分为宣传发动、整改整治、联合
督查等3个阶段进行。首先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市县（单位）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对辖区内所有幼儿园
进行拉网式检查，再按照拉网检查结果对未
注册幼儿园分别开展整改整治工作：对达到
办学基本条件的未注册幼儿园进行登记注
册；督查指导限期整改的未注册幼儿园在规
定期限内抓紧进行整改；对拒不整改和安全
隐患严重的幼儿园，由各市县（单位）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依法采取联合行动，坚决予
以取缔。

9月，省教育厅将会同省有关部门组成联
合督查组，对各市县未注册幼儿园专项整治工
作情况进行督查，重点督查各市县开展专项整
治工作采取的措施、已关停的未注册幼儿园是
否确实停止办学、是否有新的未注册幼儿园出
现、对具备整改条件并已下达整改通知书的未
注册幼儿园的整改情况等。

我省开展未注册
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

未能完成整改取得办学资格的
幼儿园将被取缔

摸清扶贫户生产经营情况
分析贫困地区特色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市场空
间、环境容量等

创新金融
扶贫模式

科学确定产业：

培养致富能人：

今年，我省计划每个贫困村至少有1至2
个、每个市县至少有100个专业合作社与贫困

户建立帮扶关系

解决发展问题：

着力发展
农业保险

发展农产品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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