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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典型样本

2016年10月24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林容宇 美编：王凤龙A03 特别报道

■ 本报记者 郭畅

“被水淹了之后，家里的5亩水稻
像是24小时在睡觉！”说这话的是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金妙朗村
贫困户候叶的大儿子候小辉，言语中
有些幽默，但更多的是无奈。

台风“莎莉嘉”过后，金妙朗村恢
复了昔日平静。10月22日12时，候
叶和大儿子骑车从附近的工厂赶回
家吃饭，“没办法，家里的水稻今年算
是绝收了，槟榔树也被台风刮倒了四
分之三，但是日子还得继续过，活还
得接着干。”候叶说。

记者跟随候叶到水稻田里查看
被淹情况，经过两天的挖渠排水，现
在田里的积水已经消退，但是还能收
割的水稻几乎为零。没有水稻，就没
有口粮，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面对这
些问题，候叶说：“虽然我们家是贫困

户，但受灾了也不能全靠政府来救
助，要懂得自救。”

原来就在前天，候叶和大儿子候
小辉商量后，决定把受灾的水稻田
清理干净，改种山茶树，再加上自家
槟榔地旁的 4 亩坡地，一共有 9 亩
地，足够发展新产业了。想法有了，
可购买山茶树苗的钱从哪来？“我们
去找书记，他是从省农信社过来的
驻点干部，可以帮我们申请贷款。”
候小辉说。

“发展产业是好事，贷两万块钱
足够买山茶株苗了，两年还清，政
府全贴息。”10 月 21 日下午，候叶
跟着琼中湾岭镇岭门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黄海军到镇上办理贷款。
一路上，黄海军向琼中农业部门询
问种植山茶的收益情况，山茶树三
到五年开花结果，如果管理得当遇
上丰产期，一棵山茶树能结 300 斤

果实，今年山茶果的市场平均收购
价为7.5元一斤。

算过这笔账，候叶一家人觉得这
两万块钱贷得值，既不用交利息，也
能解决灾后恢复生产的燃眉之急。
山茶树低矮，遇到台风天气也不会有
太大损失。

2014 年，候叶的丈夫患肝癌，
全家人为了给他治病而四处举债，
他们家是典型的因病返贫。如今，
除了平时接受政府帮扶的鸡苗、鸭
苗，建房补贴，在台风“莎莉嘉”过
后，候叶一家人不等不靠，下决心自
己贷款恢复生产，发展新产业。希
望正在升腾，大家都相信，好日子就
在前头。

目前，金妙朗村的大多数村民还
在经营传统的橡胶、槟榔种植业，由
于市场收购价格偏低，越来越多的村
民希望能够转型。“山茶种植业发展

前景广阔，候叶一家利用灾后重建的
契机调整自家的产业结构，值得我们
进一步思考如何调整全村的产业结

构，帮助村民打通特色产业致富路。”
黄海军说。

（本报营根10月23日电）

省国资委系统：

发挥国企特色和优势
确保今年2233人脱贫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
员杨来军）为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于近日举
行的省国资委系统脱贫攻坚再动员再部署推进
会提出，通过强化督查考核等六大措施扎实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发挥国有企业特色和优
势，确保今年实现541户2233人脱贫。

根据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战的工作部署，
省国资委系统脱贫攻坚工作涉及9个市县26
个乡镇37个村委会，贫困户1804户7442人。
按照3年脱贫目标要求，今年要完成目标任务
的30%，即2016年计划脱贫541户2233人。

受台风“莎莉嘉”影响，水稻绝收，琼中贫困户候叶一家不等不靠——

贷款种山茶，脱贫信心更足了

自发承包常年蔬菜基地，临高罗文村47户贫困户脱贫

贫困户抱团种菜种出好“钱”景

用勤劳创造财富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熊珊珊

连日来，往返于多个市县的贫困
村，见到了许多不同的贫困户，其中不
愿意改变现状的贫困户最让人焦心。

这种状况亟需改变，要想不返
贫，有劳动力的贫困群众一定得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实干创收，要把政府
送来的各项扶贫措施当作机会，要用
勤劳的双手打倒贫穷、走上致富路，
这才是别人夺不走的财富。

一个地方越贫穷，思想观念就越固
化，要想真正改变贫困群众的“等、靠、
要”观念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扶贫第
一责任人的大力宣传和劝说，也要带领
贫困群众走出去，多与富庶地方的村民
沟通交流，找差距、催生动力，更要发挥
村里脱贫致富带头人的作用，用他们的
现身说法激励贫困群众站起来、劳作起
来，做到真脱贫、脱真贫。

（本报临城10月23日电）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熊珊珊

对于一个基础设施并不是十分完
备、农民收入相对单一的自然村罗文

村来说，村民能自发承包土地种蔬菜，
并带动40多户贫困户脱贫，实属不
易。面对罗文村贫困户强烈的脱贫意
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吕雄认为，
这种以“扶智”为主的产业扶贫方式在
全县并不普遍，而这恰恰又是脱贫攻
坚的重要一环。

吕雄认为，现在扶贫进入攻坚阶段，

脱贫攻坚目的在于彻底改变送钱送物的
“保姆式扶贫”，这样就意味着，贫困户一
定要抛弃“等、靠、要”思想，树立以勤劳
致富为荣、以坐吃山空为耻的价值观，创
造“勤谋致富、实干创收”的村风、民风。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一种模
式，如果贫困户转变了观念，在政府的
引领下懂技术、懂市场、肯实干，那么他

们就会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吕雄说，就
像临城镇罗文村常年蔬菜基地一样，在
村民主动作为、承包了土地的前提下，
政府帮扶成立的合作社不仅可以整合
零散的土地，亦可以达到标准化种植
以及规避市场风险的作用，如此贫困户
有了技术和基地，脱贫致富指日可待。

扶贫先“扶智”，治标要治本。临

高贫困对象贫困程度较深，脱贫任务
繁重，吕雄认为在引导贫困户转变思
想观念的同时，政府应打好脱贫“组合
拳”，提供均等式扶贫，搭建更多平台，
将产业脱贫、教育脱贫、卫生健康脱
贫、劳务输出脱贫等措施综合运用，打
赢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

（本报临城10月23日电）

承包土地种蔬菜
贫困户顺利脱贫

罗文村不大，全村107户，2014
年以前，贫困户数量占到了全村总人
口的一半。村民人均农田不到一亩，
他们有的种水稻为生，有的摆摊卖菜
为生。

“还要供两个孩子念书，过得
苦。”以前家里只有不到一亩菜地，为
了多赚点钱，苏红不得不凌晨三四点
起床，把葱和叶菜拉到附近的乡镇
卖，时间久了，他穷怕了，“如果不想
法子赚钱，苦日子是没有头的。”

于是，苏红硬着头皮跟亲友借了
钱租了一亩半地种葱和叶菜，没想到
很快便还清了债务。有了本钱，苏红
去年承包了5亩多地，全部种上大
葱。“一亩大葱一年能收四五千斤，今
年价格好的时候，一亩最多卖到了3
万块钱，算下来，也有十多万元的收
入了。”苏红很高兴，好在种葱的成本
不是很高，他如今已经脱贫了！

尝到了种葱的田头，越来越多

的贫困户学习苏红，承包土地种蔬
菜。渐渐地，罗文村的常年蔬菜基
地从最初的三五亩扩种到了如今的
规模，合作社吸纳了36户村民和贫
困户。

“以前贫困户虽是一起承包，但
还是各干各的，直到去年成立了合作
社，他们统一买苗、收购、分成。”头星
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赵未说，这样不仅
便于整合土地，利于标准化管理，还
能走上产业化道路，帮助更多贫困户
脱贫。

村路修到家门口
农田灌溉不用愁

罗文村很美，村路畅通，绿树环
绕，村民质朴勤劳。

说起以前的罗文村，最早一波承
包土地的贫困户最有发言权，“一看
到村里的泥路，收购商都不愿来。尤
其在下雨天，出去卖葱谁没摔过跟
头？”

“种葱需要水，就得有灌溉措施；
想要发展产业，得吸引收购商来，就

得修路。”唐南桥说，要脱贫，除了靠
自己，政府的扶持同样重要。基于
此，镇政府不仅硬化了村庄道路，建
设太阳能抽水发电灌溉，还挖了两公
里长的排水沟，还将进一步加大贫困
村庄的路网、电网、光网、气网、水网
建设。

“想要有‘造血式’扶贫的效果，
贫困户除了勤劳肯干外，还要有市场
意识、科技知识，才能实现长久的产
业化发展。”王赵未告诉记者，自从去
年成立了合作社后，村委会组织贫困
户代表前往海口、儋州等地，开拓视
野，增强他们的市场意识。

看到村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
日渐成熟的“基地+合作社+贫困户”
模式，越来越多村民和贫困户希望加
入到合作社中来，实现脱贫致富梦。

劲往一处使
整村推进为脱贫

贫困户会种田、肯吃苦，政府又
帮了一把。

“不可置否，这个基地就是在个

别农户的带动下慢慢发展起来的，这
就是罗文村贫困户不一样的地方。”
唐南桥说，目前该村剩下的7户贫困
户多为因病致贫，接下来镇里将开展

“一对一”精准扶贫对接，实施社会保
障兜底扶贫，帮他们摘掉“贫困帽”。

罗文村距离西线高速约两公里，
基于其区位优势，接下来，临高将投
入2000万元整合千余亩农田，扩建
常年蔬菜基地，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
建设，精准发力，辐射头星村委会的3
个自然村，做好“城郊菜篮子”工程，
带动更多贫困户实现热带特色农业
的产业化种植，实现共同致富。

“慢慢地，当千亩蔬菜基地建成、
基础设施完备，我们也将依托城郊村
庄的环境和旅游资源优势，打造‘农
业观光’、‘特色餐饮’等旅游产品，踏
上特色乡村旅游的‘造血式’脱贫路
子。”唐南桥说。

盖一栋新房是苏红的最新目标，
他说：“住新房、种蔬菜、招待游客，在
家门口就能挣大钱，谁不想好好干
呢？”

（本报临城10月23日电）

22日 9时许，临高县临城镇
头星村委会罗文村村民苏红和往
常一样，来到罗文村常年蔬菜基
地，把事先捆扎好的一百斤大葱
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给了收购
商。他仔细数了数钱，告诉记者，
“固定来我们村的收购商有三四
个，种葱啊，不愁卖！”

眼前这片绿意盎然的蔬菜基
地是苏红和村民一起承包下来的，
250亩的基地以种葱、荠菜等常年
蔬菜为主，销往海口、儋州等地。
在政府的指导下，依靠基地，罗文
村贫困户从2014年建档立卡的
54户减少为现在的7户。

“该基地都是贫困农民自发承
包种植的，支撑起了农户全家人的
生活。”临城镇镇委书记唐南桥感慨
良多，不少贫困户在村里致富能手
带领下，不等不靠不要，勤勤恳恳，
摘掉了“贫困帽”，迎来了新生活。

样本点评
访谈人

临高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吕雄

有技术有基地 脱贫致富指日可待

近日，临高罗文村贫困户在雨中抢收蔬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熊珊珊

◀上接A01版
“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切实认识并解决存在
的问题，把精准扶贫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确保
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
贵叮嘱在耳。

从传统意义上讲，扶贫是一个老话题，送钱送
物的“保姆式扶贫”，再多也会坐吃山空，难管长
久。只有帮思想、理思路、找出路，充分激发出贫困
群众主动脱贫的斗志和决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方可内生出穷且益坚的源源动力。

我省推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帮
助贫困群众树立脱贫的信心，立下致富的志
向。人穷志不穷，有了志气，就会有信心，就会
有干劲。

从城市到乡村，从干部到农民，一场场有关
脱贫的技术课、培训课火热开展起来。扶智的
涵义有二：一方面加大对扶贫系统人员的培训，
包括村镇负责人和驻村第一书记，以及重点落
实扶贫工作的干部；另一方面就是在扶贫中主
抓教育引导，帮助农民彻底转变观念、革除陋
习，抛弃“宁可受穷，不愿受累”的落后观念。

干部下沉一线“送智”

实践胜于雄辩。对于屯昌县良史村的贫困
户们来说，龙眼树下的培训就像一场及时雨，每
一个人都在努力地吸取着“养分”。

“下面有请兴邦农业公司的莫丽娟老师教
大家怎么养山鸡。”用海南话主持新型农民科技
培训课的屯昌县屯城镇镇长王绥文，一番风趣
的开场白逗乐了现场75户贫困户。

莫丽娟是兴邦农业公司的负责人，早期在深
圳打拼，5年前回琼养山鸡，生意越做越大，产品
远销粤港地区。在屯昌，公司已帮助贫困户盖起
了300多个鸡舍，年内将建成800个，明年数量
则翻倍。

政府与企业联手，派出优秀干部和企业技术
负责人为贫困户“送智”，全程用海南话解疑答惑，
跟农民贴得更近了。屯昌县辖8个镇的贫困村，
几乎都留下了干部和技术负责人授课的足迹。
有了他们的支撑，山鸡养殖规模明年将达300万
只左右，成为屯昌产业扶贫的重要带动力。

何止是屯昌，在澄迈、定安、海口、临高、乐
东多地，处处都有干部和参与扶贫的企业技术
负责人的身影。

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塔丰村背倚一座墨
绿色的小山，塔丰村第一书记邓章扬一早就颠
簸在下乡的小道上，抱着装满文件的袋子与志
仲镇副镇长杨勤良、塔丰村委会的多名村干部，
就“蘑菇种植”扶贫项目对农民开展辅导。借助
省社科联的资源平台，邓章扬还请来了福建古田
食用菌研究所蘑菇种植专家杨千登，引来“外智”
为农民解渴。

“过去扶贫更多是注重‘输血’，现在除了输
血，更要注重原地‘造血’，强化项目脱贫能给村
民带来持续的效益。”邓章扬说，从经济扶贫到引
进项目，让村民加入，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而实
现脱贫。

引智成为“金钥匙”

消除了“等、靠、要”的思想，借助帮扶“东
风”，我省多地农民改变贫穷现状，携手实现了
致富的例子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澄迈文儒镇文丰村委会大陆园村小伙王
天，如今做起了沉香生意，谁能想到此前他还是
名贫困户。今年6月成立的澄迈文儒大陆园沉
香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就是包括王天在内的
5户贫困农民。沉香种植加工园区在政府帮扶
下落成，王天最先学会沉香加工技术，很快，他
成了合作社负责人。文丰村党支部书记王世雷
说，过去守着金饽饽还受穷，现在政府下大力气
帮扶，为贫困户实打实地送来技术，真正帮助老
百姓实现脱贫。

在定安，龙湖镇桐树村43岁的村民陈标每
天在羊舍忙碌着。他既是天堂山黑山羊饲养专
业合作社的股东，又是打工者。陈标的“股本”就
是16只种羊，单凭这一项，年终就能得到8000
元分红，卖出去的羊还可以与合作社五五分成，
每月还能领到2000元工钱。政府扶贫送智，送
来了过去贫困户想都不敢想的“赚钱产业”，贫困
户还可以联手壮大，再吸引新的贫困户入股，实
施滚动式发展，最终一起甩掉贫困帽子。

……
有的贫困户通过农林科技部门的帮扶，学

习农业养殖、种植技术，成为产业致富带头人；
有的贫困户在鼓励中加以学习，不断地寻找机
会，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致富路……生动的实
践再次证明，只要贫困群众真正从思想上“脱
贫”，愿意苦干实干，致富之路并不遥远。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扶智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 张成林

台风过后，面对水稻绝收的不幸，
琼中贫困户候叶一家没有气馁，而是
主动申请贷款改种山茶，自救自立。
在灾后重建中，类似的自救现象多有
出现，自强者击不倒，灾后重建、扶贫
脱贫需要更多这样的自救自强。

当前，灾后重建，任务繁重，不仅
关系到生产生活的恢复，还关系到脱
贫攻坚的推进，重建速度越快，才能越
早恢复生产生活，才能及时挽回灾害

损失。在重建中，倘若坐等政府救助，
怨天尤人，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贻误发
展时机，延缓重建进程。因此，不管是
灾后重建，还是脱贫攻坚，都等不得，
慢不得，都要积极开展自救自助。每
一家、每一户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千方
百计找方法、寻门路，尽快恢复和发展
生产，填补台风造成的损失。

台风可以吹倒庄稼，可以吹倒房屋，
但却吹不倒自立自强的心，只要我们在政
府的统筹指挥下，万众一心，自立自强，积
极开展自救自助，主动寻求脱贫之道，那
么，我们定能在台风中屹立不倒，定能夺
得灾后重建和脱贫攻坚的双重胜利。

渡难关要多些自强意识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