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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吴晓笙

王哲彬回家了。这位34岁的澄迈县金江镇宋岭村村民，曾因为贫困，留下一家老小，在异地他乡打工12年。而现在，
包括王哲彬在内已经有10多名年轻人陆续归乡。日前，好客的村民沏上茶，坐在大榕树下，和我们聊起了往事、聊起了变
化。他们说，回乡不是等着“挨饿”，县委、县政府将南墩村列入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并引导在外的致富
能人回乡创业，发展珠宝加工产业，带动村民脱贫。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村里经济以橡胶为主，希望在
山上修一条水泥路，方便村民上山割
胶。”“在目前的胶价下，有路就有人
去割胶吗？”“即将修建一条到山脚
下的道路，在山体上再修路还有必要
吗，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吗？”……

从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只朝村
委会办公室进行的这段讨论，来自当
地村民、贫困户和该村的对口帮扶单
位省财政厅之间。为进一步落实定点
扶贫责任，6月26日，省财政厅党组及
各支部负责人40多人来到只朝村，就
落实扶贫项目、明确脱贫道路和帮扶
方式，与村民和村干部进行了深入而
具体的探讨。

最终，个别村民提出的“山上道
路”没有列入扶贫项目，取而代之的
是全村更需要的引水渠、危房改造、
污水处理和种植养殖等产业项目。

“做好我们的对口帮扶工作，关
键是精准，不能村民提什么要求就做
什么，上面下达什么项目就做什么。”
省财政厅厅长刘平治说，要根据当地
发展实际和实施效果，对责任、项目
和资金进一步“精准定位”。

精准定位责任：
不替代主体又要监督协调

一进入只朝村，40多人马上“化
整为零”，走进全村105户贫困户的
家里，只是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一本贫
困户“档案本”。

“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致贫原
因等前期精准调查的成果，都记录在

这个本子上，但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
每户的具体情况。”省财政厅人事处
党支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比如，有一
户因病致贫，病人爱喝酒，但这个病
不能喝酒，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做好思
想工作，帮他戒酒。”

“要管这么多吗？”有人提出来，
脱贫的主体是贫困户自身，扶贫工作
的主体责任在属地政府，对口帮扶单
位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千万不能扶贫资金花了，项目做
了，但贫困户没参与，没有形成生产能
力，过几年就又返贫了。”大家一致认
为，帮扶不是“代劳”，在设计扶贫项目
模式时一定要让贫困户真正参与。

“我们不是扶贫的主体，但我们
也有重大的责任。”刘平治说，对口单
位有帮扶、协调、监督的责任，需要本
单位发挥优势，帮助贫困村引进项
目、协调资金、监督落实。

精准定位项目：
整体开发优化生产环境

贫困怎么帮？在座谈时，对扶贫项
目的讨论最热烈。有的村民提出可以
养羊、养鸡，有的提出可以种益智、槟榔。

“具体的项目，要根据当地情况和
多数村民的意见。但不管做什么，一定
要成立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形成特色
产业。”目前，省财政厅驻村扶贫工作队
已经引进了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几
户贫困户试种优质地瓜，探索帮助农户
解决种苗、技术、销售等问题。

同时，省财政厅确定了“整村推
进”的帮扶项目思路，先后启动了12
个扶贫项目，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的
就有4项，主要包括饮水安全工程、
田洋整治、道路建设、污水处理、危房
改造等。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

扶贫现场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财富是人创造出来的，扶贫攻坚
也要围绕“人”这个核心，不仅要盯住
贫困户，也要盯住可以带动贫困户发
展的乡村人才。

澄迈县金江镇南墩村的整村推
进扶贫模式就值得借鉴，其中最为关
键的就是留住了村里的能人，发挥他
们的带动作用。

“一瓶水100人喝，谁也不解渴”，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是整合各种资源，
调动各方力量，实施“翻身式”扶贫。

整村推进扶贫，改善人居环境非
常重要。干净整洁的村貌、基础设施
完善，就有了“精气神”，也能调动村民
发展的积极性。最为重要的是，乡村
发展需要人才，而宜居是留住人才的
首要条件。如果，村庄凋敝，致富能人
纷纷外出，留下老弱病残，村子怎能不
穷？如今，农民想脱贫致富需要懂经
营、懂管理，善于拓宽发展思路，丰富
收入来源。乡村能人在自己的致富过
程中，逐渐摸索出技术、经营、管理等
方面的经验，这是一笔宝贵财富。

引进、留住了乡村人才，还需要发
挥他们的作用。政府通过扶持致富能
人回乡创业，南墩村宋岭村民小组成
立了合作社，在村庄发展珠宝加工、乡
村旅游等非农产业，带着贫困户一起
发展，摆脱了“一亩三分地”的低效益。

澄迈南墩村改善村容村貌、鼓励能人回乡，带动村民脱贫

雁归“巢”带来“珠光宝气”
扶贫视点

海口秀英区扶贫帮到点上、扶到长远

荔枝林里养“金鸡”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

员陈创淼）今天上午，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昌儒
村的一片荔枝林里，成群散养的母鸡在四处溜
达，村民吴清诚正忙着在草丛中捡鸡蛋。这是
负责对口帮扶脱贫的海口市秀英区委宣传部在
了解了吴清诚的家庭实际情况后，送来助他脱
贫致富的“第一桶金”。

“我以前养过鸡，但没成功，一场鸡瘟下来
全死光了，血本无本。”吴清诚一直想摆脱贫穷，
也尝试过不少途径，可惜都因为没有过硬的技
术失败了。

今年以来，海口市秀英区在推进精准扶贫工
作中，注重“短平快”措施与长效增收相结合，意
在帮到点上，扶到长远。做为对口帮扶吴清诚的
单位，海口市秀英区委宣传部，在了解了吴清诚
想要通过养鸡脱贫的意愿后，邀请农技专家上门
为他进行养鸡技术培训。“我们还准备分批送给
他600只蛋鸡苗养殖，并资助2万元给他搭建一
座鸡舍。”秀英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吴清诚的200只蛋鸡已经开始产蛋，
每天的产蛋量近100枚。由于散养鸡的鸡蛋品
质好，吴清诚家的鸡蛋虽然卖到了1.5元一个，
但仍然被提前抢购一空。现在，吴清诚每个月
能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老吴算了笔帐，待
600只蛋鸡全部养成后，家里每月就能有8000
元左右的收入，“我准备利用赚到的钱再扩大规
模，有了第一桶金脱贫就不难了。”

在定安县定城镇平和村养羊示范基地，农户正在给羊添加草料。据了解，该基地由政府投入130万元扶贫基金进行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农
民可以通过到基地工作或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农民增收示范点建设。

目前，基地内羊存栏量500只，每年出栏量可达180多只，每年可带来10万余元的纯盈利，带动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农民脱贫“发羊财”

■ 本报记者 孙婧

走在这片占地2亩的80株芒果树林里，眼
前，枝叶翠绿；树下，横纵分布着水肥灌溉滴
管。就在半个月前，这片芒果林，见证了一个贫
困家庭脱贫的全过程。

在5月底的一天，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村
民兰学明接到了三亚市芒果协会工作人员的电
话，“明天我们和共青团三亚市委组织一个80
人的亲子游旅行团，来你这里采摘游。”这个消
息让兰学明喜出望外，本来他还在为自家80株
树上熟的芒果愁销路呢，这下再也不用愁了。

采摘游开始了，兰学明的芒果林热闹非凡：
大人带着孩子，提着袋子，摘了芒果，说说笑笑，
一个上午就采下了600多斤芒果，以10元/斤
的价格买走。同一天，三亚一水果企业也组织
人马来到兰学明的芒果林，以5元/斤的价格收
购了500斤芒果。

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来自政府、爱心
企业组织的采摘、采购芒果行动，让兰学明的
芒果全部售空。其中，还有十余株芒果树在
三亚市芒果协会的见证下，被游客以500元/
株/年的价格认养，“以前我的芒果园一年下
来收入不过万把块钱，今年这个时候，一下子
给我带来2.6万元的收入。”兰学明面庞上露
出了笑容。

在罗蓬村，兰学明的勤快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但因为2014年他不慎摔断了右腿，让家庭
一下子陷入了贫困：女儿还在读书，妻子的脑部
肿瘤需要长期服药控制，自己又丧失劳动力。
最穷的时候家里不光积蓄全无，还借债2万元，
一家人陷入绝望。

“不能让这么勤快的一个人因病返贫。”罗
蓬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吉明豪了解情况
后，将兰学明一家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今，与兰学明结对帮扶的政府机构、爱
心企业和包点村干部采取了系列措施，件件落
地出了成效：芒果销路不愁了，林下的水肥滴
灌系统建起来了，破败的厨房得以重新修葺，
兰学明腿伤的医治和妻子看病的医药费也有
了保障。

按照《三亚市2016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三亚今年来通过建档立卡的方式，深入分析贫
困户致贫原因，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做到每户都
有专人帮扶，有帮扶项目、帮扶计划和脱贫时
限，力争在今年年底全部完成现有114户贫困
户493人脱贫的目标。

（本报三亚6月27日电）

三亚建档立卡、结对帮扶贫困户

芒果林结出“爱心果”

琼海因地制宜精准脱贫

偏远苗村采蜜忙
本报嘉积6月27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

冯玉）取蜂盘、采蜂蜜，摇蜜机取蜜……近日，琼
海市石壁镇南通村的13家贫困户户主脸上露
出笑容：林下人工蜜蜂养殖迎来了第一次收获。

据了解，地处偏远地区的南通村林下资源
丰富，村民瞄准蜜蜂养殖特色产业，以此增加村
集体和贫困户的收入，达到脱贫攻坚的目的。

在采蜜现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
植物保护研究所刘俊峰博士手把手地教村民如
何采集人工养殖的蜜蜂。“能跟着专家学习，对
养殖有很大帮助，质量肯定也更高。”南通村插
花尖经济合作社副社长蒋学敏作为农民致富的
带头人之一，对靠养蜂助村民脱贫信心十足。

记者了解到，南通村是典型的边远山区少
数民族村落，也是琼海市今年扶贫攻坚整村推
进的贫困村之一。

目前，南通村已给13户贫困户共提供蜂箱
65箱，每户5箱，统一交由合作社养殖管理，今
年年底前将完成蜂箱100箱的目标。

“产出的蜂蜜由石壁镇特色农产品展销中
心按每斤80-100元的价格保底回收，确保贫
困户养殖增收。”海南省畜牧技术推广站高级技
术师、南通村第一书记谢有志表示。

儋州党员干部
进村入户结对帮扶

本报那大6月27日电（记者梁振
君）自脱贫攻坚工作启动实施以来，儋
州迅速行动，按照“三年攻坚脱贫，两年
巩固提升”的目标要求，开展“发展特色
高效产业脱贫”“发展乡村旅游脱贫”等
活动，105个单位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
对帮扶，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儋州扶贫工作任务重，现有扶贫
对象1.23万余户近6万人，其中贫困
户有1万余户，贫困人口有5万余人，
巩固提升户1349户、巩固提升人口
5960人。2016年该市脱贫攻坚主要
任务是要通过精准扶贫，促全市脱贫
达到5885户2.67万余人，其中贫困户
4536户2.08万余人，巩固提升户1349
户5960人。完成11个村整村推进扶
贫开发，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实现11
个贫困村全村摘“贫困帽”。

为抓好下一阶段脱贫攻坚工作，
儋州正进一步规范建档立卡工作，细
化、完善《扶贫手册》。同时聚焦关键，
协调配合，狠抓产业项目落地，不断拓
展转移就业空间。

扶贫需要
用好乡村能人

南墩村，下辖宋岭、南墩、村内3
个自然村。宋岭村村口，是一座小公
园，树林、竹林，还有鹅卵石铺的小道
和水泥铺的小广场，干净整洁。村里
的老人们在大榕树下喝茶、聊天，或
者摸上几把牌。村的北边是工厂厂
房，年轻人正在雕刻着宝石。

“一年前，村里还是另一幅模

样。”澄迈县扶贫办主任刘青传当时
进村考察，迎接他的是泥泞的土路，
杂乱的草木，横流的污水、乱飞的蚊
蝇，还有几头拱土找食的猪。

宋岭村，其实并不偏僻，紧邻县
城，可为何经济如此落后，村庄如此

凋敝？
“人均土地少。不知道为啥，村

里人特能生男孩，兄弟几个长大娶妻
分家，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宋岭村民
小组组长王仕育说，家里难以生存，
村民开始外出打工。村子就是一个

“家”，家里人少、也没人打理，越来越
破旧脏乱，姑娘都不愿意嫁进来。

“外出务工，日子也过得清贫。”
王哲彬家一共10口人，家里种了两
三亩水稻和几百株橡胶，主要收入就
依靠他在外打工。“一个月两三千元，
除去生活费和春节回家的路费，剩下
寄回家的钱并不多。”

“不少农户贫困的原因就是思想
观念滞后，如果只是给几只猪苗羊苗，
最后卖了钱又返贫。”刘青传说，需要
引进能人，带着贫困户发展，改变他们
的观念，拓宽他们的发展思路。

外出村民愿意回来，南墩村的扶
贫成功了一半。陈亚亲说，调查发
现，宋岭村不少人在外打工做珠宝加
工，部分发家致富自己做生意，把他

们引回来，就可以在村里发展珠宝加
工产业。

王锦就是其中的一位。澄迈县
委、县政府拨付创业启动资金，帮助
建设厂房，鼓励王锦等人回乡创业。

今年2月，宋岭村“海南珠宝第
一村”的奠基仪式顺利举行，并由村

民集资成立海南宋岭珠宝有限责任
公司，王锦任董事长。并且还成立了
合作社，村民可以选择资金入股、土
地入股等方式自愿入股。

王哲彬回家，在村头的加工厂里
做珠宝加工，一块块五色石头在他的
手中，被雕刻成了狮子头、鸟儿等。

“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还可以在家
照顾老人孩子，做些农活，可支配的
钱比在外面打工多了。”王哲彬说。

王仕育说，珠宝加工已经解决了
10多户农民就业。未来，将以宋岭
村为中心，带动辐射周边村庄，打造
一个集农业观光、珠宝加工、民宿、购
物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本报金江6月27日电）

治“穷根”需把准脉

为村庄找回“精气神”南墩村的经济发展，只有两条路
子，要么提高土地的亩产效益，要么
发展非农产业。“但是，无论哪种，都
需要人来做。”金江镇镇长陈亚亲说，
脏乱的村庄，不仅外面的姑娘不愿嫁
进来，就是本村的人住着也不舒服，
一些有能力的人出去就不回来了。

南墩村的扶贫，从改善人居环境

着手。澄迈领导干部们，首先组织村
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清掉垃圾、规
整杂草，让村庄清清爽爽。然后，整
合了扶贫、水务、交通等10来个部门
资金，为南墩村完善了基础设施。

“短短几个月，曾经的杂草成了公

园，曾经的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曾经的
乱石堆上建起了篮球场。”王仕育说，解
决了村民出行、饮水、休闲娱乐等问题。

南墩村开始变得漂亮起来，也找
回了“精气神”。整村推进不仅是各
个部门的资金“握指成拳”，也让村民

们“握指成拳”，有了凝聚力。
“在推进中我们发现，村民非常

支持，都参与进来。宋岭村80多户
村民自发捐款5万多元拓宽村道。”
陈亚亲说，通过微信群，不少在外做
生意的村民看到村庄的变化，也纷纷
回来，其中一位搬离村庄30多年的
村民，说要搬回来住。

引回致富“领头雁”

省财政厅“一对一”进村入户，与贫困户深入具体商讨

推心置腹赢得扶贫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