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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如果说，在市场中走出一条平
稳的路，被市场接纳、青睐是一个
艰难的过程，那么定安新竹南华养
殖专业合作社目前面临的考验更
为严峻：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大，对
产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分容易
造成品质和数量的失衡。按照合
作社目前的出栏量，远远无法满足
市场的需求量。

而现在南华养殖专业合作
社饲养的定安黑猪，不仅销往了
省外，在家乐福海口的 4 个分店
也设有销售专柜。其实，这并非
是定安黑猪第一次进入海口市
场。早在几年前，定安黑猪在海
口市场曾一度火爆，但见有利可
图之后，经营者却盲目扩张，以
次充好，终致定安黑猪失去口碑
和市场。

可喜的是，如今南华养殖专业
合作社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一味地
以市场需求量作为发展的唯一指
标、一味地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而
放松了品质管理，无异于自挖墙
角、饮鸩止渴。短期来看可以得到
相当多的利润，长期来看却是对定
安黑猪品牌的扼杀。南华养殖专
业合作社稳扎稳打，不急于一时的
扩张，不被市场需求打乱发展脚
步，精心维护品牌形象，紧抓猪肉
品质，寻求着需求和供给的平衡
点，难能可贵。

品牌之路
品质为先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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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典型样本

8年时间，定安新竹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让黑猪品牌香飘岛外，带动530户贫困户摘贫帽

定安黑猪“拱”开脱贫门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清晨的太阳刚刚升起，笼
罩在定安县新竹镇白堆村同
古村民小组上空的薄雾还没散
去，村民李植邦就要起身到定
安新竹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去
上班。

世代居住在同古村的李植
邦，用10余亩土地作为股本入股
了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之后，成
为合作社的股东，每年不仅有7
万元左右的利润分红，还学会了
定安黑猪饲养技术，成功脱贫。

“想养殖发大财，就去找
南华”，这是在定安县新竹镇
流传的一句话。南华，既是指
定安新竹南华养殖专业合作
社，也是指合作社的理事长李
南华。近年来，南华养殖专业
合作社将一个县域的定安黑
猪品牌输送至岛外，占领市场
一席之地，更在全村贫困率高
发的情况下，打造了“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源源不断地为
贫困户“输血”“造血”，成为扶
贫典型。

新竹镇白堆村坐落在定安县域
的最西北。2008年以前，人们观念
落后，产业单一，仅靠种植水稻、番薯
和小叶桉树为主，收入微薄，共有
430户人口的白堆村，就有227户贫
困户，贫困发生率高达52.8%。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南华却
看到了发展机遇——绿树成荫和连

绵起伏的丘陵，是白堆村的天然屏
障，依山傍水是养殖的最佳避风港。
说干就干，2008年，李南华在村里搞
起了养殖，李植邦就是他找的贫困户
之一。

李植邦说，事实证明，他当年的
选择没有错。现在的南华养殖专业
合作社主要以出栏定安黑猪为主，年

利润可达150万元。贫困户入股了
合作社，不仅可以在年底收入利润的
分红，平时在合作社打工，也能有一
笔工资收入。

目前，已经加入南华养殖专业合
作社饲养定安黑猪的农户有25户，
其中就有15户贫困户。合作社出资
为农户选购猪苗，由技术人员指导农

户按标准进行喂养，8个月后，黑猪就
能出栏了，而一头猪500元的利润也
能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走上致富路。

8年来，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陆续
带动周边乡村的530户贫困户脱贫，

“仅在白堆村，贫困发生率就降到了
5.28%，现在村里的贫困户只剩下32
户。”定安县新竹镇镇长薛根贵说。

2015年年底，在深圳举办的一场
年会上，关于定安黑猪的考验拉开
帷幕。在沃尔玛超市销售的6种黑
猪肉被进行了匿名处理并烹制成熟
食，由全国 400多家沃尔玛超市的
店长逐一品尝并打分，排名出来后，
参与测试的定安黑猪脱颖而出，获
得最高分。

此时，距离定安黑猪进驻广东市
场仅过去8个月。从一开始的无人问
津，到日销售近2万斤，定安黑猪成功
树立了品牌。

此前的2015年4月，南华养殖专
业合作社与深圳联众公司合作打入深
圳市场。第一个月，南华养殖专业合
作社每天往深圳运送十几头定安黑

猪，可高运费、低销量及路途的损耗，
让李南华亏损了50多万元。为了扭
转局势，超市里的定安黑猪专柜搞起
促销活动，此后，定安黑猪获得了外企
白领的青睐。到了第二个月，定安黑
猪销量提升，李南华的亏损降至10余
万元，到第三个月，收入持平，第四个
月，李南华开始赚钱了。

现在，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定
安唯一向省外销售定安黑猪的企业，
每天运送定安黑猪130多头。定安
黑猪在广州进行屠宰切割之后，一上
市就被抢售一空，仅是定安黑猪排骨
的售价就高达47元/斤，比经营广东
市场多年的土猪一号每斤还要贵2
元多。

“定安黑猪的走俏靠的是品质。”
定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靡说，定
安黑猪的饲料多以番薯、地瓜叶、稻
谷等农副产品作为主，肉质含水分
少、粗蛋白含量高是它的特色。定安
县政府曾组织对定安黑猪做过测试，
发现定安黑猪骨头中的微量元素远

高于其他猪种。
如今，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黑

猪生意越做越大，日出栏量 130 头
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按照
目前市场的反馈，每天需要至少200
头黑猪。”贫困户李邦培在合作社打
工，目前定安黑猪的发展形势十分

喜人，在市场倒逼合作社加快出栏
量的情况下，李南华依旧坚守住黑
猪的品质，他说：“我也可以从农户
那里收购黑猪去卖，但农户们提供
的黑猪良莠不齐，会降低市场品
质。”开辟市场所经历的艰辛和阵痛
还历历在目，坚守品质、不盲目扩张

才是长远之计。
未来，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合作社+农户”养殖黑猪模式将在定
安县其他9个乡镇复制，做到一个镇
就有一个定安黑猪专业养殖合作社，
将扶贫道路由点到面全面铺开。

（本报定城10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从最初的个人养殖，到后来的合
作社集体经营，是经营模式转变的过
程，这个过程中定安新竹南华养殖专
业合作社紧紧抓住了定安的特色品牌
——定安黑猪，借助这一优势特色品

牌不断扩大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效
益。

在这个过程当中，合作社能做大，
主要是李南华本人有一定的思想基
础，他知道开辟市场不是一个简单的
过程，要有应对市场的能力；第二，找
准了路子，就是除了自己要发展之外，
还要带动他人发展，形成一个集团或
一定的规模；第三，要成立这个集团或
形成规模，就必须将周边的群众都带
动起来，同时也把贫困户也带动起来，
从而形成现在的品牌优势。

目前，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出栏

的定安黑猪已经打入了深圳、佛山、广
州、中山等城市，甚至要开拓香港、上
海市场，从规模扩张跳跃到抓品质的
阶段。所以现在合作社已经不是一般
的合作社了，而是要保障定安黑猪的
品质。除了那种传统的饲料养殖，合
作社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模式，保证黑
猪的品质不变。这需要在几个方面做
文章，第一是饲料配比，合作社种牧
草，加自己配的饲料，保证黑猪的肉
质；第二，黑猪的病害防疫上，有专业
的管理，保证品质；第三，定安黑猪在
出售前要经过合作社的检验之后才能

卖出去，再一次把握住了品质。
对于扶贫工作来说，选择对了产

业，还要有一个好的模式。定安新竹
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8年来，带
动了白堆村大部分贫困户脱贫，但越
到最后，脱贫工作反而更不好做。所
以剩下的这些贫困户需要一个平台，

“合作社+贫困户”这个平台也是一种
社会兜底。再者，品牌的培育和培养，
政府真的要用心用力去支持扶持。南
华合作社发展的这些年来，从资金扶
持到人文关怀上，政府都给予了极大
支持。 （本报定城10月11日电）

“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推动抱团脱贫
扶贫访谈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孙婧
见习记者 许世立 通讯员 陈思国

又一次在家门口看到县委书记
麦正华，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大里
地区的贫困户王尤山乐了，他的夫人
激动地要求与书记合影，记录家乡新
变化。

“在您牵线下，爱心企业送来65
只羊，有50多只怀孕了，年底可以发
展到近300只。”王尤山笑着对麦正
华说道。

贫困户的羊养得如何？羊舍建
好了吗？生活上还有哪些难题需要
帮忙……麦正华还是有些不放心，他
要亲自去看看。

10月8日上午刚忙完大里全域旅
游推介，下午3时20分，吊罗山脚，麦
正华一行准备去王尤山的羊舍看看，
这个羊舍建在海坡600多米的山上。

沿着蜿蜒的山道，年过半百的麦
正华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快速前
行。半小时后，羊舍到了。

“羊舍的设计是不是还需要改
进，目前的设计不利于羊粪清理，长
期恐怕会影响生产。”麦正华随即咨
询同行的养羊大户，并邀请其参与培
训贫困户科学养殖。

王尤山透露，从2011年开始，他
与妻子在吊罗山深处居住养羊，苦于
没有资金，一直穷困。今年，中铁集
团、当地政府投入20万元为他建起

了300平方米的新羊舍、购买羊苗，
扩大养殖规模。

“你看看这里是不是应该扎紧
些，目前还有哪些困难……”麦正华
边看边说，全然不顾脚上山蚂蝗的侵
扰。看望羊舍，他又主动要求去看看
王尤山养殖的牛，不一会的时间，麦
正华一行的身影又消失在吊罗山的
密林中。

陵水县财政局局长龙海魂多次
与麦正华一起走访贫困点。“大里是
陵水最偏远的山区，书记主动将其作
为自己的扶贫点，多次夜宿了解民
情，19户贫困户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龙海魂说。

“整个假期，怎样让贫困户过上

好日子是我想得最多的问题。”麦正
华坦言。为让1.8万余名贫困户脱
贫，陵水成立慈善扶贫基金委员会，
将十个乡镇分成十个作战区，创新
全县网状式扶贫管理机制，定时定
人定点联动工作，因村制宜，因户施
策，力争实现“两年精准脱贫，三年巩
固提升”。

晚上7时许，夜巡走访又开始了。
“书记答应贫困户的事情，件件

有回应，他会随时问起，我们都不敢
懈怠。”本号镇主要负责人感叹道。

用心、用情、用爱真抓实干，陵水
的干部将贫困户的难事当做自己的
家事去关心。

（本报椰林10月11日电）

“还有一道菜就可以吃饭啦！”10月9日18
时43分，海口市云龙镇长泰村谭连二队村民小
组吴梅英家，云龙镇镇委书记陈文强边翻炒着
锅里的菜边说道。吴梅英是云龙镇今年重点扶
贫的贫困户之一。

云龙镇还有不少镇干部也像陈文强一样，
到其对口帮扶的贫困户家里聚餐。这是云龙镇
今天正式启动的“致富一家人+”扶贫行动的要
求之一。

据介绍，云龙镇推出的“致富一家人+”行
动就是以家庭为基点整合各方力量，按照“政
府＋社会企业＋志愿者”三位一体模式，构建起

“菜单式”、“全景式”、“融入式”精准扶贫新格
局，由贫困群众点单，党员干部跑腿，按照一户
一个挂点镇+村干部、镇村干部至少和贫困户
一次以上家庭聚餐、一次以上扶贫共同劳动、一
张以上“全家福”、一套扶贫日志的“五个一”工
作机制，对贫困户扶心、扶志、扶智、扶贫。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

本报营根10月 11日电（见习记者郭畅
通讯员黄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和“爱心”电商基地
昨天上午正式揭牌启用，旨在通过“互联网+电
商”模式，助力琼中精准扶贫。今后，全县范围
内的贫困户都可以通过“爱心”电商基地销售自
家农产品，解决销路难的困局。

一大早，家住黎母山镇南利村的贫困户王其
民和符华学就赶到琼中爱心电商基地了解情
况。“我家种的粽叶常常卖不完，以后有了电商平
台帮我推广产品，种再多都不怕了。”王其民说。

琼中爱心电商基地将有效推动本地企业、
农民合作社、农村贫困户打造农产品自主品牌、
拓宽销路，通过“互联网+创业”“互联网+扶贫”

“互联网+公益”的新模式，加快促进农业信息
化、农村商业信息化，推动城乡之间信息流通、
商品流通。

琼中：

“爱心”电商
助贫困户找销路

海口云龙镇：

“致富一家人+”
送情送智帮脱贫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通讯员 吴明林

本报嘉积10月11日电（见习记者邓钰）
细雨薄雾在乡间蔓延，在琼海市龙江镇深造村，
一棵棵稚嫩的沉香苗在雨水的洗涤下显得青葱
灵秀。

“这些沉香苗是村里扶贫的一大希望。”龙
江镇农业中心负责人王善洪说，随着扶贫攻坚
工作如火如荼开展，村民们在政府的引导下，种
植沉香，在不占用耕地前提下形成家家有树、户
户生香的局面。

深造村地域偏僻，基建落后，村民们以种植
橡胶、槟榔和养猪谋生，收入低。全村有18户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和33户巩固户，被列为琼海
市扶贫攻坚整村推进贫困村。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全村从10个方面
入手，通过完善基建、设立教育扶贫资金和开设

“村淘”等措施，整村推进促脱贫。同时，为了帮
助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实现长效脱贫，深造村引
进沉香种植项目，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发动村民参与，共享种植效益。

现在，沉香种植业已经在深造村红红火火
地铺开，不仅18户贫困户参与种植，许多村民
也自发以土地或劳力入股，村里建起600余亩
的沉香产业种植基地，还新建了一条长1900
米、宽3米的“沉香路”。

精准施策

琼海深造村：

“三免一保”
发展沉香产业

陵水因村制宜、因户施策，力促1.8万余名贫困户脱贫

进村入户交心 县委书记把脉扶贫

530户贫困户甩掉穷帽子

创品牌 定安黑猪跻身高端市场

重品质 专业养殖“移栽”9个乡镇

定安县副县长吴坤江

访谈人物

10月11日，在定安新竹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猪场，农户在饲养定安黑猪。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通过4大网络渠道驱动+线下展厅展销推介

为琼中 1200多家企业

3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5000多家个体商户

提供品牌打造及互联网营销服务

琼中爱心
电商基地

成立
慈善扶贫基金委员会

脱
贫
举
措

定时定人定点
联动工作

将十个乡镇
分成十个作战区

创新全县
网状式扶贫管理机制

陵水脱贫目标
1.8万余名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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