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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如今村里的变化，我知道我
驻村一年多来，心血没有白费。只要
能实实在在帮助农民脱离贫困，不管
困难有多大，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中共海南省纪委、省监察厅第
五纪检监察室主任科员，2015年5
月省纪委委派为驻五指山市毛道
乡毛道村“第一书记”。

人物名片

符坤

第一书记语录

第一书记扶贫记

1 开荒山，修道路，助力“莲花山”扶
贫养殖基地

让空共下村整村搬迁，解除全
村下大雨就被水淹的危险

找资金，建新房，让孤独老人拎
包入住安享晚年

教育扶贫，与爱心企业一起延
续村中助学基金

2

■ 本报记者 许林

家住儋州市光村镇白沙塘村的吕
兰女，是村里的贫困户，“以前连过年
买鸡吃都要找亲戚借钱。”

在距离白沙塘村33公里的临高
县临城镇抱瑞村，两年前，陈肖林还在
为如何增加家里的收入发愁。30岁
的他在临城镇打工，每月不到3000元
的工资扣除食宿所剩不多。

随着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发
力，省工商联积极引导鼓励民营企业
参与扶贫开发，吕兰女和陈肖林的命
运也在悄然改变。

如今，吕兰女和丈夫都成了雪茄
种植基地的产业工人，每月两人收入
超过5000元；陈肖林则在企业的帮扶

下种起了香蕉，去年收入达8万元。
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徐凤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经有816家企
业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捐赠扶贫
等多种形式参与帮扶。

就业扶贫
让农户企业双赢

走进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白沙塘村
的雪茄种植基地分拣车间，吕兰女正
和30多位女工一起，分拣、摘串烟叶。

在光村镇，有1000多名像吕兰女
这样的贫困人口，通过企业用工成为了
产业工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吸纳贫困户和周边农民就业会不
会增加企业负担？“非常欢迎，这是双
赢！”基地负责人周瑞生回答得很肯定。

原来，雪茄种植加工是劳动密集
型行业。据介绍，雪茄烟叶生产操作

要求高，需要精工细作，用工量大，工
序多，急需劳动力。

“政府出钱包车组织光村、木棠、
中和、东成等地的800多村民到基地
务工，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难题。”儋州
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钟丽萍介绍。

产业帮扶
试点整镇推进脱贫

今天，在位于临高县临城镇抱瑞
村的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公司香蕉种
植基地里，陈肖林正在给自己承包的
香蕉松土以便下肥。

这个占地1000亩的基地，亩产超
过5000斤香蕉，每天用工需求超过
40人。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整镇推进
脱贫攻坚的项目。

临高县工商联党组书记王贵章介
绍，企业向美朗村村民租用土地开展种

植业，波莲镇的3835名贫困人口则以政
府扶持的每人6000元专项扶贫资金入
股公司经营项目，公司以15年为合作期
限，向贫困户支付分红。

合同到期后，公司将把贫困户入
股的本金全部返还，并且承诺同等条
件下，通过企业组织种植技能培训，优
先安排波莲镇贫困户就业。

波莲镇委书记林芃冲告诉记者，整
镇扶贫项目是多方合作的有益探索。
一方面，企业是上市公司，有资金、懂市
场、会管理，另一方面，当地村民经过技
能培训后可以解决企业用工问题。

脱贫攻坚
“百千行动”全面铺开

依托自身优势，省工商联精心打
造了”百企帮百村，千企扶千户精准扶
贫工程”。找准切入点，引导企业参与

精准扶贫。
今年以来，“百千行动”已经在全

省18个市县（除三沙市）全面铺开：
在澄迈，桥头镇沙土村的1400多

农户在“公司+专业合作社”模式的带
动下种桥沙地瓜17000亩，每户年均
收入11万元。

在儋州，来自木棠、大成、中和等
乡镇的贫困人员770多人，经市粽子
协会上岗培训合格后，输送到各粽子
企业就业。

在五指山，企业举办的种茶技术、
家政服务、养老护理让超过700人次
的村民受益。

……
据介绍，省工商联的精准帮扶已

涉及339个行政村、1160个村小组或
自然村，6963户贫困户，投入项目资
金2.41亿元。

（本报临城11月5日电）

省工商联引导鼓励民企参与扶贫开发，816家企业投入资金2.41亿元帮扶339个行政村

近7000户贫困户迎来脱贫曙光

精准施策助脱贫

本报那大 11月 5日电 （见习记者林晓
君 记者梁振君）为保障贫困残疾人家庭生活

“两不愁”，儋州市除了在项目和产业上给予
贫困残疾人家庭扶持外，将于 2016 年至
2020年对本市1407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放
1600万元脱贫资金补贴，帮助贫困残疾人家
庭早日脱贫。

据悉，儋州市将于今年至2020年，对全
市贫困残疾人家庭1407户6321人发放脱贫
资金补贴1600万元，其中每人每年补贴500
元。此外，补贴资金为儋州市政府和省残联
合作设立的专项资金部分，将由省残疾人基
金会通过惠民一卡通，按年度发放至贫困残
疾人家庭。

1600万元脱贫资金补贴
1407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本报椰林11月 5日电 （记者苏庆明 通
讯员陈思国）“盼了多少年了，现在我们终于
喝上了干净的水了！”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
石关村委会常皮村的村民们对政府十分感
激。在建好一口200米深的深井及水塔后，
困扰这个村庄数十年的安全饮水问题于近日
得到解决。

近年来，陵水许多村庄安全饮水和农业
灌溉问题得到解决，但仍然存在不少“死
角”。这些“死角”村庄由于多种原因存在引
水困难，影响百姓生活，也一定程度上使贫
困加剧。为推动扶贫工作，在详尽调研基础
上，陵水今年已经为相关村庄挖掘深度在
150米至 200米的抗旱深井36口，并逐渐配
套水塔设施，开始造福包括贫困户在内的众
多百姓。

“挖这样一口井要花20万元，建水塔花10
万元。但为推进扶贫工作，解决百姓生活生产
困难，我们不遗余力。”县水务局局长黄聪说，当
前陵水还在挖更多的深井，让贫困地区再无用
水之忧。

36口抗旱深井
解贫困地区用水之苦

儋州

本报定城11月5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司玉 张宇彤）“家里有多少劳动力？”“有几个孩
子正在上学？”日前，定安县国税局扶贫干部来
到龙河镇龙介村，走访177户贫困户，挨个了解
他们的家庭情况，商量脱贫对策。

据介绍，定安县国税局通过定时入户家访，
详细了解贫困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存在困
难和发展意愿等具体情况。在全面地摸底后，
记录下贫困户的情况和最新动向，为他们私人
定制脱贫档案。脱贫档案详细地记录了扶贫政
策、帮扶措施和效果等情况。

“有的村民家有养羊技术，需要送上羊苗
扶持；有的村民家有孩子上学，需要加强教育
扶贫力度……”借着这些档案，县国税局的扶
贫干部对贫困户的最新情况和意愿了然于
心，联合村干部，共同为贫困户量身定做扶贫
对策。

为贫困户私人定制
扶贫对策

陵水

定安

■ 见习记者 贾磊

建新房，修村道，找项目，筹资
金，这些在省纪委驻五指山市毛道乡
毛道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符坤看来，都
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村民来
说，这可是帮了他们大忙。

“符书记来了我们这里，桥也通了，
路也修了，儿女分家的孤独老人都有房
子住了，如今产业项目也慢慢步入正
轨了。”说起符坤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家
住毛道村委会什守村的村民黄友建感
慨道。

费尽心思
27户村民将搬离茅草屋

在五指山市毛道乡毛道村委会空
共下村，27户村民依然住在有着茅草
屋顶的船型屋中，还未经过硬化改造
的村道，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每
逢下雨就怕南圣河河水上涨，淹没这
里的村落。”符坤告诉记者。

“这27户村民一是没钱盖新房，
二是也没有土地盖房。”为了让村中
27户村民整体搬离低洼的居住地，告
别住茅草屋的日子，符坤为他们申请

了危房改造的指标。而真正的困难，
却在于说服邻村的空共上村村民为
这27户村民让地盖房，为了这事，他
整日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嘴皮子都
快磨破了。

在空共下村的整村搬迁工作中，
经省纪委扶贫工作队多方协调，27间
新建的平房已经封顶。新房统一规
划，按照文明生态村和美丽乡村建设
为标准，并配套“五网”及农家休闲驿
站、亲水平台等设施建设。“这27户村
民今年应该可以在新家过年啦！”符
坤笑着说。

四处奔波
为孤老筹善款建新房

在毛道村，一些与子女分了家的
老人，独自住在老旧的房子里。符坤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为了让这些孤独老人有个舒适
的安身之地，安享晚年，符坤奔波于
五指山和海口两地，寻找爱心企业筹
集善款。按计划，符坤给老人们建的
新房为每户每间40平方米左右。“现
在已经开始建了5间新房，先把生活
特别困难、没有子女照料的老人接进

去。”符坤说，“要让这些孤独老人住
得舒坦、安稳。为什么扶贫，不就是
要让村民幸福吗？”

整治环境
让村子告别脏乱差

符坤说，自己刚来毛道村的时
候，发现村里弥漫着猪粪味，村里也
没有垃圾桶和厕所，环境很差。

治理村中的卫生环境，符坤决定
从建立集体猪圈开始。符坤告诉记
者，毛道村大部分村民养猪，基本处于
放养状态，村里随处可见猪粪，很不美
观卫生。于是他筹集资金，在村里空
地处，集中建设猪圈，进行统一管理。

此外，为了解决村民如厕问题，他
在村里空地盖起了几间公厕，还从环
卫部门协调了几十个大型垃圾桶，并
聘请了专门的保洁员。“这下大家都觉
得村里干净多了。现在再也没人乱扔
垃圾和随地大小便了！”对于村里环境
的大改观，村民们十分高兴。

“看到如今村里的变化，我知道
我驻村一年多来，心血没有白费。只
要能实实在在帮助农民脱离贫困，不
管困难有多大，我所做的一切都值

得。要是不走，我下一步很想把这里
打造成美丽乡村。这个村子是黎村，
有独特的人文魅力，风景也很美，大
有可为！”符坤望着村口的稻田，谋划
着村里的发展新路子。

（本报五指山11月5日电）

五指山市毛道乡毛道村第一书记符坤：

扶贫，就是要让村民幸福

三亚

本报三亚11月5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
员黎太华）“资金、技术、销售渠道问题你们不用
担心，安心发展生产、种好葡萄，剩下的事我们
来搞定。”11月2日，三亚市崖州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超，在“扶贫葡萄”现场签约会上，向北岭
村委会郎典三村13户贫困户和巩固提升户承
诺，使贫困户吃了“定心丸”。

面对技术、资金、销售渠道缺乏的现实难
题，郎典三村的村民曾苦于脱贫无路，“扶贫
葡萄”的创新合作模式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据陈超介绍，崖州区针对贫困症结，开创“抱
团式”精准扶贫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农信
社+互助社+互联网+贫困户”模式，从资金、
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给贫困户构建起全方
位保障。“农信社为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贫
困户以贷款加盟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提供技
术和种子，种出绿色葡萄在互联网上进行销
售，再给予贫困户兜底收入、年底分红和务工
薪酬。”

当天上午，三亚海源实业公司与郎典三村
13户贫困户和巩固提升户签订了3年的葡萄
种植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贫困户可以扶贫贷
款入股，不仅能拿到每年1万元的兜底资金，盈
利情况下年底还有分红，同时到葡萄基地务工
还能获取每天80元的报酬，这样算来，贫困户
年收入至少能增两三万元。

根据种植期，预计第一批“扶贫葡萄”将于
明年3月上市。

抱团发展种“扶贫葡萄”

11月4日，在屯昌国家农业公园示范区——猪哈哈的农场，餐饮部的员工王月花正在整理餐桌上的鲜花。
王月花是屯昌县坡心镇高坡村的贫困户，今年农场开业后她被聘为农场的一名员工，工资每月两千多元。据介绍，屯昌国家农业公园已为多名贫困

户提供就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余军军 邓积钊 摄

屯昌国家农业公园：

提供就业助村民脱贫

符坤在村里查看项目施工进展。
图由受访者提供

投入项目
资金
2.41亿元

全省已经有816家企
业通过产业扶贫、就
业扶贫、捐赠扶贫等
多种形式参与帮扶

省工商联的精准帮扶
已涉及339个行政村、
1160 个村小组或自然
村，6963户贫困户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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