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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典型样本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见习记
者林诗婷 记者孙婧）“1000多个土鸡
蛋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三亚育才农夫
坊种养合作社的农民董海洪合不拢
嘴。16日8时30分，三亚市扶贫农产
品展销会在三亚市鸿港市场开幕，地
道“山货”豪猪、山鸡蛋、山兰酒、竹荪
菇、山羊等农产品“进城”，汇集了三亚
5个区91个贫困户和参与扶贫生产
的合作社、农业企业的110多种扶贫
产品，短短4个小时销售金额达16.8
万元。

“小种母鸡多少钱一只？”“给我5
把空心菜！”“山兰酒真好喝，是怎么酿
的？”……9时30分，在三亚育才生态

区展区，董海洪忙得团团转，“我们今
天带来了1000多个土鸡蛋、绿壳鸡
蛋，300只山鸡，100多瓶山兰酒，200
盒菠萝蜜干，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土鸡
蛋、山兰酒都卖完了，有机蔬菜更是供
不应求。”董海洪竖起大拇指，表示此
次扶贫展销会太“给力”。

左手一只鸡，右手捧了两大把蔬
菜，还提了一瓶20斤的糯米酒，市民
邢晓满载而归，“小种老母鸡60元一
只，空心菜5块钱一把，跟市场价格差
不多，而且还能为扶贫出力，这个活动
很有意义！”他说。

“山货进城”，畅通了农产品销路，
亦铺平了脱贫的路。“今天我们崖州区

22户精准贫困户、13户巩固贫困户也
来到了展销会，看到市场销路畅通，他
们发展生产促脱贫的信心也将倍增。”
三亚崖州区农林局局长曾令鑫说。

“台风就要来了，贫困户们辛辛苦
苦种养出来的农产品，不能因为卖不
出去，最后变成灾后统计，来吧！公
益，扶贫，我们还派人免费送货上门！”
这两天，海棠区旅游文体局局长叶凯
中仿佛成了朋友圈里的“微商客服”，
他不仅转发图文并茂的电子宣传页，
还为贫困户的农产品卖力“吆喝”。

爱心力量也纷纷动员起来，30余
家海棠湾区的爱心企业和市区20余
户家庭，纷纷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询

问、下单。预订信息如同雪花一般，汇
入叶凯中手里，文体局6名工作人员
当起“快递员”送货上门。

“贫困户的产品价格与我们食堂
的采购价没有差别！购物也是扶贫，
这样我们没有负担，农户也得到实
惠。”16日上午10点多，蜈支洲岛市
场部媒体公关副经理马戎，带着一辆
小皮卡来现场自提。他说：“以后我们
会继续帮助贫困户打开销路，让更多
消费者对接贫困户。”

三亚市农业局副局长冯永杰表
示，三亚将积极从市场供需角度出发，
疏通贫困户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问题，
助力贫困户脱贫。

豪猪、山鸡蛋、山兰酒、竹荪菇、山羊等
5个区91个贫困户和
参与扶贫生产的合作社
农业企业的110多种扶贫产品展销

三亚政府搭桥办起扶贫农产品展销会，政府干部当起促销员、快递员

百种扶贫山货进城 4小时卖了16.8万

“要让贫困户安心地走出家门去
挣钱，就必须要让他把家里安置好。”
王如龙说，目前政府已经考虑到了这
些问题，政府目前正在与口味王协
商，要在厂区里建幼儿园，同时给外
出来口味王打工较多的村庄开通周
末公交。留守老人和儿童较多的村
庄，政府也会摸索引入社工联盟，关
爱留守老人和儿童的健康生活。

不仅如此，万宁市政府也在槟榔

产业的种植、初加工环节上加大助力，
给贫困户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七
甲村口的森之榔加工坊，负责人卓上
团告诉记者，加工坊是2013年在政府
扶持下贷款建设的，现在加工坊里帮
忙的工人90%都是村里的贫困户，他

们平时在家忙农活，闲时就来加工坊打
工，一个月也可以挣到1000元左右。

10月12日下午，在长丰镇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东边村的贫困户杨作
林签字领了政府免费赠送的槟榔黄
化病防治药水。“听村干部说，政府要

集中给我们贫困户的槟榔园指导打
药，我先把药水领回去，过几天雨停
了农业中心会派人来指导打药水。”

种植上，由于近年来槟榔黄化病
传染，不少村民因槟榔树绝收又陷入
贫困中。为此，万宁市政府也在加大
对槟榔黄化病的防治，从源头上防治
村民因槟榔绝收返贫，也加强巩固一
批脱贫户的基本收入。

（本报万城10月16日电）

10月12日，天空下着淅沥沥的
冷雨，万宁市槟榔加工企业——口味
王东澳加工基地的点卤车间却热火
朝天。点卤工人郑亚群双手上下飞
舞，不到1分钟就点完了摆放在桌上
的8瓣槟榔果。

“实际上按照目前的生产量，我
们还缺少近4000来个工人，只要是
愿意来这里打工的村民，我们都欢

迎。”口味王公司总经理曾海东介绍，
目前口味王在万宁市的后安、东澳两
个生产基地，已经提供了6000多个
就业岗位，如果基地二期建设投产，
会需要更多的工人。

“在这里打工比去海口好，离家
近，工资也不低，我干一个月能挣三
四千块。”来自东澳镇龙伴村的郑亚
群说道，前年因孩子出车祸动手术花
了十几万元，家里因病返贫。

“我们点卤车间有20多个贫困工人，
他们大多数月工资在3000元到5000
元之间。”点卤车间主管张伟红介绍说。

据万宁市扶贫办主任吴亚和介
绍，目前万宁市确认的贫困人口总数
9047户33093人，今年万宁锁定减贫
人口12605人。截至9月底，万宁全
市已脱贫7890人，其中生产发展项目
脱贫1724人，外出务工脱贫1261人。

“这里包吃包住，每个月还有政
府补贴，只要我勤快些，多为家里挣
些钱不是问题。”东澳新村的贫困户
林天快，自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
挣钱给患有糖尿病的父亲治病。上
个月，他回村里看望父亲，通过村干
部推荐来到口味王参观后，便留下来
打工。

占地247亩的口味王东澳基地，

去年7月份落户东澳。曾海东说，为
吸纳更多的贫困人口来厂里就业，口
味王公司委托省人社局、就业局联络
组织万宁及周边市县有就业需求的
贫困人口来厂里参观，如果有意愿前

来工作，可立马安排培训上岗。
万宁市副市长王如龙介绍，万宁

市政府鼓励本地贫困人口来口味王
打工，在口味王打工的本地贫困户，
每个月可以拿到万宁市的就业补贴

300元和扶贫补贴200元。
为留住工人，口味王不仅为工

人提供就业岗位，缴纳五险一金，住
宿的夫妻工人还可申请住夫妻宿
舍。到农忙时节，公司会给有需要
的员工假期回家务农，增加收入，为
了防止因病因学返贫，公司还成立
爱心基金，专门用于资助家庭贫困
的员工。

产业壮大

企业可提供6000多岗位

政府扶持

当工人拿就业扶贫补贴

多方保障

建学校通公交方便打工

万宁从槟榔种植、初加工、深加工等环节上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贫困户去企业上班 每月可挣三五千元
■ 本报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 黄良策

“高高树上挂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徜徉在万宁市的乡野田间，高峻挺拔的槟榔树，是当地最常见的热带物
产之一。万宁被称为海南的“槟榔之乡”，槟榔加工产业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

在此轮推进的脱贫攻坚战中，万宁市通过引入槟榔加工龙头企业，推动从种植、初加工、深加工等整个槟榔产业链
条发展，给当地贫困户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解决就业入手拔穷根。

政府免费赠送
槟榔黄化病防治药水

集中给贫困户的槟榔园
指导打药

扶贫重在
激起内在动力
■ 本报记者 孙慧

看看在口味王车间里忙碌的工人
们，再对比一些村庄里坐在村口闲聊
喝茶的贫困户，真的让人感觉到，有时
候贫穷与富裕的差距，其实也是懒惰
与勤奋的差距。

如何改变人的懒惰？那就要拓
宽视野，才会去学习，才能有进步。
口味王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生
产上采取的是一种绩效激励制度，每
个月工人生产积分的排行榜都贴在
车间的醒目位置，定期举办技能比
赛，营造出一种努力才会有回报的奋
斗氛围。当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大
部分工人都会努力提升工作效率，提
高收入。

井底之蛙，看到的永远仅是井口
的那片天空。记者走访一些贫困村庄
也发现，越是贫穷的地方，思想越是闭
塞，缺乏与外界交流和对比，长久下
去，很多村民就认为贫困是一件理所
当然的事情，难以产生自我脱贫的内
在动力。而万宁市通过槟榔产业发展
来提供就业岗位，就业后又会持续带
来观念改变和消费需求，促动了整个
社会的良性循环。

（本报万城10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 黄良策

万宁市副市长王如龙

记者：万宁为何选择槟榔作为产
业扶贫举措？

王如龙：万宁市向来被称之为
槟榔之乡，槟榔种植面积约有52万
亩，占全省种植面积过半。整个万宁
市每年槟榔鲜果产量也超过 22万
吨，从事种植及加工的农民也有15
万人，产值超过37亿元。

选择槟榔产业作为扶贫举措，一
是符合万宁市主推的产业发展方向，
二是加快万宁市槟榔产业转型升级和

品牌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记者：万宁未来在产业扶贫方面

还有哪些举措？
王如龙：第一，万宁市政府要继

续围绕“打工经济”做活做大，扶持槟
榔、椰壳等加工企业发展，鼓励更多
的贫困户走出家门，外出打工挣钱。
同时政府也会摸索一些社工联盟、开
通打工公交等保障举措，让贫困户们

安心外出打工。
第二，继续推行精准扶贫，精准到

了解每个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因地制
宜引入养殖、种植等产业项目扶持贫
困户发展，同时还要发挥基层党支部、
致富能手的作用，给贫困户提供技术、
管理、销售上的支持和引导，以点带
面，带动贫困户脱贫，巩固脱贫人群。

（本报万城10月16日电）

样本点评

省民政厅部署脱贫攻坚工作

确保各项民政政策
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刘操 实习
生熊珊珊）为贯彻落实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今天下午，省民政厅召开厅长办公扩
大会议，专题部署近期脱贫攻坚工作。会议指
出，民政部门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责任重大，各
级民政部门要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确保高质量高水平完成好脱贫攻坚工作
任务。

针对脱贫攻坚工作，省民政厅厅长苗延红
要求，全省民政部门在扶贫工作中要充分履行
民政作为扶贫领导小组成员的职责，研究好民
政最低保障、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救急难等各
项民政策，将其与脱贫攻坚工作做到有效衔接。

会议强调，要抓紧制定《海南省农村低保制
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方案》，推动农
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实现有效衔接；尽
快出台《海南省医疗救助实施办法》，解决现行
医疗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对象范围窄、标准低、救
助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
入医疗救助范围，努力提高医疗救助水平。要
充分发挥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的脱贫功
能。指导昌江、五指山、保亭、临高等市县继续
开展“救急难”综合试点工作，并在全省推广试
点经验，尽快在省级层面建立“救急难”工作制
度，着力解决困难群众临时性、突发性困难。

产业扶贫要契合地区经济发展方向

保亭：

下村入户访民情
种苗送给贫困户

本报保城10月 16日电（见习记者贾磊
特约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黄秋娜）“你们家危房
改造年前可以入住了吧？你们家今年的生态直
补一共是多少钱？”今天上午，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毛感乡毛感村新荣村民小组，县委办公
室副主任王春燕等10多名扶贫干部拿着精准
扶贫工作手册，入村走访贫困户，继续了解村民
帮扶需求和产业发展情况……

今天是礼拜天，但保亭县的上千名扶贫干
部们却奔波在黎村苗寨中，辗转于贫困户家
里。同一天，保亭县畜牧兽医与渔业局的扶贫
干部一大早便奔赴大本、响水、合口等村，将豆
角、朝天椒、苦瓜、尖椒等108包种苗送到24户
贫困户手中，让他们及早种植冬季瓜菜，增加收
入。

为确实做到点对点帮扶，户对户负责，确保
“一对一”精准帮扶，连日来，保亭组织全体结对
子帮扶干部职工深入乡镇、村寨、农户，对1748
户建档立卡对象进行再核实再甄别，对十项扶
贫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据了解，保亭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27户 17891人。2016年计划减贫1748户
7236人。目前，已实现脱贫843户3502人，完
成今年省下达脱贫任务的59%。

昌江：

贫困户抱团养山鸡
年底分红可破万元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陈家贞 通讯员 邱昌益

“咯咯哒——”随着一阵鸣叫声，一群群“霸
王山鸡”开始雄赳赳地啄食，有的吃饱后惬意地
飞来飞去。昌江水头悦霸王山鸡养殖合作社负
责人刘松平高兴地说：“本月底就可出栏2000
只，合作社的贫困户增收有希望了！”该合作社
有社员22户，其中贫困户19户。由于抱团合
作，最大养殖规模超过1万只。

昌江石碌镇水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葵介
绍，位于该镇水头村的这个霸王山鸡养殖合作
社，采用“政府+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镇政府投入扶贫专项资金，扶持基础设施建
设和鸡苗采购资金15万元，并派送给每户贫困
户3000元股本金；专业公司提供技术指导，负责
回购出栏山鸡；合作社具体负责养殖基地日常管
理；农户则参与养殖，并按股份、按劳力分红。

水头村贫困户刘伟忠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有政府出资金帮扶，大家轮流来上班照顾山
鸡，都觉得有盼头啊！”

正是村民们像刘伟忠这样“觉得有盼头”，
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今年6月才成立的这个
山鸡养殖合作社，各项工作在大伙的手里，干得
有条不紊。

刘松平透露，明年该合作社扩大生产规模，
在栏养殖量将达到1.2万只，年均收入和纯利
润实现同比翻番，让参与农户可实现的利润分
红突破1.3万元。

（本报石碌10月16日电）

本地民营企业向本地求职者倾斜

岗位向农村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倾斜

就业技能培训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倾斜

万宁市东澳口味王槟榔生产基地吸纳350多名贫困人口就业。图为工人在生产线包装成品。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槟榔产业扶贫

引入口味王
建设后安、东澳两个生产基地

提供6000多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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