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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年产量540万斤

年销售额可达3000万元

工厂吸纳了42名当地村民作为员工

其中9名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酸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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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11月1日，在文昌市锦山镇的就
业扶贫专场招聘会上，既想打工又想
照顾家庭的锦山镇录家村委会桥头村
的村民黄宏泽，终于如愿找到了在家
门口的工作。这令他欣喜不已。

为了精准劳务输出扶贫，今年以
来，省人社厅转变思路，从就业服务的
供需，到前端技能培训，均对准贫困农
民的实际需求，指导就业部门根据贫
困农民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职业技
能培训，搭建精准的求职供需平台，帮
助他们顺利就业。

将扶贫专场招聘会开到贫困户家
门口也渐成常态。继10月17日全省

18市县统一举行扶贫专场招聘会之
后，本月和12月中旬，全省18市县都
将再举行两场精准“供需”的招聘会。

让农民自己决定学什么

最近，家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长征镇南什村委会什宏村的王仕导，
每天都劲头十足地去参加村里举办的
砌墙工技能培训。“这个培训很实用，
我以后也可以干砌墙的工种了。”王仕
导满怀期待地说道。

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省将对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
愿的未就业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帮助其尽快实现转移就业。

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关键在于
农民可以自己决定学什么。

据了解，琼中长征镇南什村是贫

困户聚居的地区之一，在进行技能培
训之前，就业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村里
征集贫困户的意愿，很多人表示希望
学习砌墙技术。于是，琼中就业局在
10月12日开班培训砌墙技术，共有
127名学员前来学习，其中68名是贫
困户。

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培训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只有结合当地实际，技能培训才能发
挥出最大效用。这类适合当地产业发展
的技能培训，往往也十分受农民欢迎。

由于村子靠近海边，临高县调楼
镇黄龙村委会黄龙村的符送依一家以
打渔为生，收入并不稳定。最近，符送
依萌生了自己进行海水养殖的想法，
可是苦于不懂技术。10月31日刚刚

开班的海水养殖技能培训，对符送依
来说可谓是一场“及时雨”。

据了解，黄龙村是个渔村，当地就
业部门征集村民的意愿之后，为村民们
开设了这个海水养殖的技能培训班。

据了解，在全省各个市县的技能
培训都非常“接地气”，如海口市美兰
区种养技术培训班与当地农业产业相
结合、陵水农村淘宝合伙人培训班与
农村电商相结合等。

将专场招聘会开到农民家门口

仅有技能培训，不解决农民就业
信息闭塞的问题，贫困农民就业仍然
有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下
半年全省各市县开始举行扶贫专场招
聘会，将求职岗位送到贫困户家门
口。10月17日“全国扶贫日”当天，

全省18个市县统一举行扶贫专场招
聘会，当天全省共有1.4万多名农民
在家门口参加了招聘会，最终3300多
人达成求职意向。

今年7月底，儋州市雅星镇飞巴
村委会打老村的符显书，参加了在村
里开办的电工技能培训班并顺利拿到
上岗证。在10月17日的扶贫招聘会
上，符显书惊喜地发现，有了电工证，
很多岗位都在向他“招手”。

如今，“技能培训+扶贫招聘会”
模式已成为我省就业部门常态化、长
期性的工作，并定期配套举办扶贫就
业服务活动。

同时，我省对已就业、未就业的贫
困人口均进行动态管理，对已就业的，
加强跟踪服务和政策帮扶，促进稳定
就业；对未就业的，及时推荐跟踪助其
就业。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我省针对贫困农民的需求提供技能培训，并举办扶贫专场招聘会

“培训+招聘会”助贫困户奔致富路

精准施策助脱贫

本报三亚11月6日电（记者林诗婷）“两年
的收购合同，81万元的订单！热带睡莲要让咱们
抱古村过上好日子啦。”11月5日，三亚崖州区抱
古村百合惠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真康抱着热
带睡莲的采购合同乐得合不拢嘴。这是三亚实
施精准扶贫以来收获的单笔最大采购订单。

11月5日，海南莲华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与三亚崖州百合惠农专业合作社在三亚市崖
州区抱古村举行签约仪式，将采用“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开展热带睡莲种植。

“公司提供热带睡莲种苗，我们按照标准负
责种植15亩，公司再按照一年2.7万元/亩的价
格进行收购，我们更有保障了。”高真康说。此
外，根据协议，合作公司还将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针对种植、管理等环节进行指导。

“在三亚扶贫产品展销会上，千朵热带睡莲
销售火爆，合作社15户社员中有6户是贫困户
或巩固提高户，他们也感受到了良好的市场前
景，‘致富睡莲’点亮了脱贫之路，还将带动抱古
村打造美丽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三亚市崖州
区农林局工作人员肖鹏说。

本报八所11月6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罗利明）今天是周日，省交通运输厅6个扶贫
工作组的20多名队员已经在东方市江边乡白
查村连续工作5天了，匆匆吃完早饭，他们又开
始了新一天的入户调查。

白查村是省交通运输厅的定点帮扶点。11
月初，针对贫困户思想落后，发展意识淡薄，“等、
靠、要”等问题，省交通运输厅党组选派20多名
机关干部成立产业帮扶等6个专门工作小组驻
村入户摸家底，因地制宜制定精准扶贫方案。

据了解，为改善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今年
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投入150多万元，对田头、南
头2个自然村及库区道路进行了硬化，修建了16
立方蓄水池，一口深190余米的钻井及10立方米
的水塔，还为白查、田头、南龙3个自然村各建设
一间公厕，为南龙村安装10盏太阳能路灯。

驻村干部还在实地考察、座谈研究、征求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启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规划，针
对该村便利的交通条件、生态自然资源和传统
古村落、山兰节等丰富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完善
白查村酒店客栈、农家乐、娱乐等基础设施，计
划到2019年逐步建成旅游设施。同时，还积极
帮助白查村开展招商引资，引导贫困农户参与
到乡村游发展中来。

省交通运输厅

干部入村为贫困户
“把脉”扶贫

三亚

“致富睡莲”
收获81万元订单

本报营根11月 6日电 （记者王培琳）今
天，记者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业管理局获
悉，为帮扶到外地就业的贫困户，琼中人社部门
出台办法，对于在外县务工6个月以上的贫困
户，给予每人每年400元的交通补贴。

据介绍，琼中县工厂、企业较少，近年来农
民的主要经济作物橡胶价格低迷，导致很多农
民有外出务工的需求，但是对于贫困人口来说，
交通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此，琼中就业部
门决定给予每年外出务工超过6个月的贫困人
口每人每年400元的交通补助。

据了解，琼中2016年至2018年的转移就
业脱贫任务中有贫困户464户574人，截至今
年6月底，琼中需转移就业的贫困人口中，到县
外务工人员有283人。

琼中

到外地就业
超半年可获交通补贴

定安桐树村发展酸菜加工产业

小酸菜为贫困户带来脱贫新希望

五指山市畅好乡毛招村第一书记李燕龙：

为扶贫扎根山区 对家人心有愧疚
■ 见习记者 贾磊

“一个槟榔，一次握手，递上一支
烟，从生活细节拉近了和村民的关
系，这样才好开展工作。从不适应到
成为村民的座上宾，这对我是一种认
可和磨练。”谈及自己一年多的驻村
工作，五指山市畅好乡毛招村第一书
记李燕龙如此总结道。

从海口一家企业的职工到五指
山市畅好乡毛招村的第一书记，对于
李燕龙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转变。

一上任，李燕龙就开始入村走访
熟悉环境。在一次走访中，一个孩子
的午饭让他印象深刻——“有一天，
我在村里看到一个蹲在路边吃饭的

孩子。那孩子的饭碗很脏，碗里也只
有很少的米饭。”这场景让李燕龙差
点落泪。他深刻地感受到，扶贫，还
必须从下一代扶起。

李燕龙多次辗转，专程联系海口
“乐善义工社团”，在村里挑选两名贫
困生给予每人每月200元的资助，直
到他们大学毕业。如今，李燕龙还在
牵头制定新的爱心助学方案，帮助更
多贫困生完成学业。

为了解决村里的灌溉问题，李燕
龙积极争取什草赛灌溉水坝的立
项。为此，有一些工程基础知识的李
燕龙还专门请教了海口的专家，从图
纸修改，再到项目申请和立项，每晚
他都忙到凌晨才睡。在李燕龙的努

力下，水坝项目终于通过了立项。
李燕龙还想尽办法解决村民的

出行问题——修缮环村路。“刚来时，
这里的村道一下雨就全是烂泥，必须
穿胶鞋才能走路。”要修环村路，李燕
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征地。

为了及时推进征地工作，李燕龙
不但向其他驻村第一书记取经，还从当
时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
里学，“劝说一次不行就两次，劝说两次
不行就十次！”

李燕龙花了半个月时间终于说通
了所有村民，使环村路如期开工。“李
书记为了征地的事来我们家那么多
次。有时候下着大雨，他骑着摩托车，
全身都被淋湿了。”畅好乡毛招村村民

朱大哥说。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李燕龙，却觉

得对家人十分亏欠。今年5月18日，
不足百日的女儿患了“导盲阻”被送进
医院，但手术需要父母双方的签字。由
于李燕龙当时正忙于村中的选举事宜，
无法及时赶回海口。5月20日，李燕
龙的女儿因治疗无效离世。内心痛苦
万分的李燕龙，至今无法面对家人。

“距我离任的时间还有3个月，
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在村里，李燕
龙白天克制情绪，有序开展工作，晚
上则忍不住抱着被子痛哭。“女儿走
了，但工作还需继续，不能影响扶贫
任务。”李燕龙说。

（本报五指山11月6日电）

11月5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昌
化镇大风村74岁的村民郭仁泽，高
兴地向驻点扶贫干部文进平报喜：
今早他又卖出20只乳鸽，挣了400
元钱。

据介绍，郭仁泽家中有两个40
多岁的智障儿子，平时靠种田、打零
工，收入微薄，常年靠吃低保度日。
今年6月份，在昌江县司法局的帮
助下，他引进了100对种鸽，目前月
收入可达3000多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昌江74岁阿公向驻
点扶贫干部报喜：

养鸽挣钱啦！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

员王媛 夏敬）海口国家高新区三角梅精准帮扶
又有新动作，16万株三角梅扶贫产业基地今天
下午正式揭牌，这是高新区在云龙镇建成首个
三角梅扶贫示范基地后的又一尝试。

据悉，为帮助云龙镇贫困户找到脱贫致富
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高新区管委会先后投入
378万元帮助定点帮扶村修乡道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今年来，高新区创新工作思路，找到发展
三角梅特色产业助力精准帮扶的新措施。今天
挂牌成立的滨江路三角梅扶贫产业基地，项目
占地260亩，种植三角梅16万株，采取公司提供
苗木和技术，农民提供土地的方式市场化运作。

据悉，下一步高新区将采取“公司+农户”
的形式，从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给贫
困户构建全方位保障。

海口高新区

16万株三角梅
扶贫产业基地揭牌

■ 本报记者 袁宇

“前段时间多雨，正是炭疽病高发
期，一定要每天到地里看看有没有花
朵发黑的情况。”今天下午，在三亚市
吉阳区罗逢村，三亚市芒果协会技术
员陈姝婷正在贫困户兰学明家的芒果
林里，仔细查看花期芒果树的长势，指
导贫困户分清病害症状。

2014年，兰学明一家的年人均纯
收入仅为2533元。就在兰学明一家
人为生计发愁时，扶贫工作人员注意
到他家芒果林里的果树纷纷挂果，却
苦于找不到销路。

今年5月份，三亚市芒果协会得
知兰学明家的情况后，主动联系上
他，组织市民游客到他家果林采摘、
采购芒果，帮助他打开销售渠道，以
每斤5元的保底价格销售芒果。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兰学明的芒果
全部售空。其中，还有十余株芒果树
被游客以 500 元/株/年的价格认
领。“当时的芒果市价才不到3元钱
一斤，从来没有卖出这么好的价格。”
兰学明高兴地说。

通过协会的努力，兰学明家的芒
果林还装上了国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
系统。系统完成后，兰学明只须轻轻
拧开阀门，每一棵果树就能获得精准
的灌溉和施肥。

完善了灌溉系统，技术人员又为
兰学明制定了一整套的芒果生长管理
方案。通过科学栽培、合理用药，调理
土壤与修复土质，提升芒果品质。

“今年5月芒果成熟时给家里带
来2.3万元收入，现在芒果树又开花
了，长势喜人，来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兰学明望着自家芒果林，满脸喜悦。

（本报三亚11月6日电）

三亚芒果协会主动对接
贫困户出实招

芒果树上结出
“致富果”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司玉 黄祥

11月5日，在定安县龙湖镇桐树
村的海南娘艺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娘艺巧”）明亮的厂房，几名工人
正忙碌地加工着嫩绿的芥菜。

经过几道工序，一颗颗芥菜摇身
一变成为餐桌上的美食——海南酸
菜。看中酸菜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定安县桐树村引入全省首家酸菜加
工企业娘艺巧，以“村集体＋企业＋
农户”的模式经营酸菜厂。村集体以
土地入股，提供服务，享受经营分红；
企业发展推动当地经济；农户入厂打

工获得效益。
“在海南，酸菜产业很有前景，而

且制作工艺简单易学，没有文化和技
术的村民也能很快上手。”桐树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宁介绍。

今年5月份，娘艺巧建起占地13
亩的产业园和2000多平方米的厂
房，并投入350万元建起一条酸菜生
产线，预计年产量540万斤，年销售
额可达3000万元。

桐树村共有516户2160人，其
中贫困户47户188人。长期以来，村
民以种植水稻为生，收入微薄。工厂
建好后，娘艺巧将工作岗位向当地农

户尤其是贫困户倾斜。7月，工厂正
式开工，吸纳了42名当地村民作为员
工，其中9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贫困户莫宏花便是其中之一。进
厂后，她一个月可以有2800余元收入，

“进了工厂以后身上的负担轻多了，最
重要的是方便照顾家庭和田地。”

娘艺巧负责人张谦介绍，目前公
司正在扩大生产规模，争取让村中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全部入厂工作。同
时，村里还向娘艺巧提供100余亩土
地建立芥菜种植基地，引导村民种植
芥菜销售给企业，健全产业链条。

（本报定城11月6日电）

截至
目前

全省已安排 1200万元用于贫困地区
的贫困农民7500人专项技能培训

2020年前将完成贫困地区
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