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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

本报文城11月20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陈津津 周安轩）为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扶贫工作，缓解企业招工难问题，近日，由省
人力资源开发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
就业局、文教镇人民政府联合开展的文昌市东
片区2016年精准脱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招
聘会在文教镇加美村举行。

据悉，此次招聘会吸引了17家用人单位，
为贫困户提供了460个工作岗位，不仅给农民
带来就业机会，同时也缓解了企业招工难问
题。来自文昌文教、东阁、昌洒、东郊、龙楼等多
个乡镇的500多名村民来到会场了解招聘信
息，有110人当场签约。

举行招聘会提供460个岗位

就业不难 虚位以待

本报三亚11月20日电（记者林诗婷）为
三亚市崖州区郎典村带来脱贫希望的“扶贫葡
萄”终于成熟了。今天，一则题为“一份爱心托
起贫困户的未来和希望”的呼吁传遍了微信朋
友圈，来自三亚崖州区的“扶贫葡萄”正式开启
爱心采摘义卖，义卖善款将帮助三亚崖州区朗
典村的20户贫困户度过难关。

面对技术、资金、销售渠道缺乏的现实难
题，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委会郎典村的村民们
曾苦于脱贫无路，“脱贫葡萄”的创新合作模式
带来了契机。

据悉，该“扶贫葡萄”项目采取的“抱团式”
精准扶贫措施，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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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
降低贫困户产业发展风险。

三亚市崖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超介绍，贫
困户通过贷款入股，年收入至少能增两三万元。

万斤葡萄 等你来摘
义卖善款将帮助三亚崖州区朗典

村20户贫困户

三亚

本报椰林11月20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
讯员陈思国）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在完成
全镇173户脱贫任务后，当地提前谋划，引导他
们发展陆龟养殖业。

“他们还没完全脱贫时，我们就已经考虑今
后几年他们的巩固提升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
好的办法当然是产业。”椰林镇常务副镇长符小
玲说。

在椰林镇，本地企业家郑起文养殖各类型
陆龟已有9年之久，效益良好，规模也越做越
大。当地干部在和郑起文协商后，为脱贫户选
择了名为苏卡达的陆龟，以“合作社+农户”的
形式发展产业。由政府为脱贫户向郑起文购买
现成种苗，交由郑起文负责的合作社统一养殖
销售，全部脱贫户作为社员参与其中。

郑起文说，苏卡达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最近两年才被批准商业养殖，目前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最关键的是，除观赏等功能外，苏卡
达龟还是极具价值的药材，他本人的主业是经
营制药厂，已经开发出相关的药品配方，只待陆
龟入药，因此可以实现自产自销。

符小玲说，根据贫困户和合作社的协定，合
作社将实行保底收购，保证每年每户从每只陆
龟至少得到200元收益。

椰林镇完成全镇173户脱贫任
务，提前谋划巩固提升

瞄准市场 试养陆龟

陵水

本报定城11月2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
员司玉）“以前想学技术没地方去，现在有老师在
课堂、田间手把手地教，还怕学不到好技术？”近
日，2016年定安县精准扶贫挖掘机操作工培训班
在定安县龙门镇开班，百余名贫困户参加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班由该县就业局和龙门镇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通过与当地职业培训学校
合作，举办免费培训班的形式，加强贫困户职业
技能培训，增加其就业机会。

该县就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课程结束
后，主办方和培训学校将组织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若学员通过考核，将颁发挖掘机驾驶
员职业资格证书。下一步，该局还将探索多
次举办相关培训班，使广大贫困户早日掌握
技术脱贫致富。

为贫困户开办挖掘机操作工培训班

田间地头 学点技术

定安

近日，屯昌县乌坡镇青梯村，美丽的小河环村而过，河道和河堤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村里部分危房改造还在进行中。近年来，在政府的帮助下，该贫困
村目前已建成沿河露营沙滩、水上游船码头、温泉洗浴等乡村游项目，吸引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余军军 邓积钊 摄贫困村变美丽乡村

■ 见习记者 林晓君

“前几天刚帮村民卖了60多只小
种鸡和自家酿的地瓜酒。”近日，提起
加入电商服务站，儋州市大成镇贫困
户羊丽艳笑不拢嘴。在成为电商合伙
人一个月里，她的代购月收入由原先
的几百元到现在超过2000元。

这是儋州电子商务助贫困户脱
贫成效渐显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儋州全力打造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已搭建镇村电商
服务站258个，30个贫困村的电商服
务站全部搭建完成。

当电商合伙人成增收新渠道

儋州洛基镇加长村菠萝蜜生态
度假养生园里，负责人郑丹趁着菠

萝蜜打包装箱的空隙，帮村民陈尔
恒网购了一个手机壳。除了种植
户，郑丹还有一个新的身份——电
商合伙人。

过去批发、收购的传统销售方式
已满足不了800亩果园的高产量需
求，得知电商平台可以帮忙出售水果，
郑丹欣然加入。经过一段时间接触，
郑丹发现电商平台不仅拓宽了菠萝蜜
的销售渠道，还可以帮助那些不熟悉
操作的村民网购。

“政府开设系统培训课，平台公司
还派人来到果园，手把手教导操作，甚
至连如何将成熟待销的菠萝蜜拍得更
美观都给我们示范。”接受专业培训
后，郑丹对成为一名合格的电商合伙
人充满信心。

与郑丹一样，初入电商合伙人大
家庭的还有儋州南丰镇松门村贫困户

钟定玲。钟定玲的服务站搭建在她经
营了十多年的小卖部里，这一个月，她
的服务站帮村里人卖出了土鸭、土鸡
和蜜桔。

“许多村民在网上看中的衣服、自
行车也会让电商服务站帮忙购买，我也
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入。”钟定玲说。

平台给技术给资金

电商运行平台是儋州开展电商助
贫困户脱贫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在
吸纳农产品加工商、工业品供应商、农
资产品供应商入驻后，引导消费者线
上下单，并将订单分配至村级服务站。

如何通过电商扶贫带动百姓致
富？贫困户可以成为电商合伙人，
通过平台出售市场需求的农副产
品，也可根据村民需要，购入农资产

品等。运行平台为电商合伙人提供
技术支持，成为城镇消费者和农户
间的桥梁。

在物流公司没有到达的“最后一
公里”，电商平台出资购买运输车，电
商服务站作为物流中转地。将村民需
要的货物送至电商服务站方便其领
取，村民将售出的农副产品放至服务
站，平台做“快递员”。

“好誉典”电商平台负责人邓海鹏
表示，在搭建平台时，培训乡镇合伙人
与其他地区相比，耗时较长。加上公
司在招聘专业电商运营人时，面临人
才缺口。他希望更多的人才到儋州
来，共同发展儋州镇村电商事业。

“接下来，我们打算结合农业观光
旅游，将服务站打造成购物点或仓储
中转中心，为贫困户增加收入渠道。”
邓海鹏说。

争取卖出儋州好产品

今年10月24日至25日，在儋州
鼎尚广场内的市级电商培训中心，郑
丹、钟定玲和来自全市各镇的206名
电商合伙人一起接受了系统的电商知
识培训。

除了市级电商培训中心，儋州农
村电子商务建设在引进4家市级电商
运行平台的同时，还配套搭建了市电
商体验中心、市级电商物流中心。

儋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下一步儋州将引导特色品牌商家、品
牌基地对接，通过互联网把儋州的好
商品卖出去，以增加贫困户收入，并
根据村民需求，把好产品买进来，满
足当地农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
活需求。 （本报那大11月20日电）

儋州搭建258个镇村电商服务站助贫困户脱贫

农民成电商合伙人当“网上掌柜”

临高县皇桐镇富雄村第一书记龙海建电商平台、火龙果种植基地

“一网一基”让土货变抢手货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暮色渐起，一片已经挂果的火龙
果基地旁，龙海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烟
草研究所教授刘好宝、省烟草专卖局
计划处处长符雷3人却没有倦意，他
们在临高县皇桐镇及其周边的乡镇
已经走了整整一天，考察这里的地形
地貌和土壤。

“这里的生态资源和土壤条件太
好了，试种雪茄烟叶应该没问题！”刘
教授一锤定音，让龙海两眼放光。

自2015年7月进驻临高县皇桐
镇富雄村委会任职第一书记以来，
龙海一门心思就想着怎么改善当地
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他在省烟草
专卖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建
起临高县首家农村电商平台，还以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建
起了皇桐镇火龙果种植（示范）基
地，农民的“钱袋子”鼓了，村庄也在
悄然发生变化。

同两委干部
做村民思想工作

富雄村委会下辖6个自然村，整
个村委会共有297户，1300余人，其
中8户贫困户，67户巩固提升户。多
年来，因产业结构单一，当地村民的
收入十分有限。

“当时也想过环境不会太好，但
真实情况远比想象的更糟糕。”今年
38岁的龙海来自省烟草专卖局，他
说，村民思想保守，工作十分难做，

“例如想让村民拿出土地成立合作社
抱团发展生产，大家都顾虑重重”。

经一段时间的接触走访，龙海发
现，虽然村民的工作难做，但整个村
委会的“两委”班子还比较团结，老支
书王武烈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威望。
于是，龙海转变工作思路，积极主动
与村干部沟通，并以狠抓基层党建的
契机，凝聚村“两委”干部的共识，再
齐心协力做群众的工作。

王武烈说，大家听说龙海驻村时
儿子才刚1岁多，但为了村里的事常
常不能回海口，大家都很感动。

发展产业
让农民看到希望

在村“两委”干部的鼎力支持下，
龙海谋划多日的“一网一基”项目今
年4月终于在富雄村真正落地了。

“一网”即皇桐农鲜汇电商平台，“一
基”指皇桐镇火龙果种植（示范）基
地，首期试种50亩，短短几个月内，
一株株长势喜人的火龙果树如今已
经挂果了。

“脱贫要有长期规划，但也需要
短、平、快的项目！”龙海说，之所以选
择火龙果产业，除了考虑到其收益
快，也因其产果期长，是适合海南台
风多发地区种植的高效农业品种，经
济附加值大。

电商平台开通后，村民们种植的
菠萝蜜、木瓜、凤梨，散养土鸡，土鸡
蛋，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80多岁的
吴以文是村里的五保户，无妻无儿无
女，他做梦也没想到，经龙海的推介，
有一天，他土养的鸡和鸡蛋也会成为
城里人的“抢手货”，让他一下增加了
几千元的收入。

长远规划
打造富裕美村庄

在火龙果基地旁，是一栋简易的
二层板房：一层用作办公和仓储，每每
收到订单，龙海就和村干部们在这里
打包农产品对外发货；二层隔了3间，
一间用作厨房，另两间是休息的卧室，
由于放心不下这片渐渐起色的产业，
龙海经常一个人在基地值守。

转眼到年底，第一书记挂职期限
已到，龙海主动提出申请，要求留任。

省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还将继续支持富雄村的发展，计
划投资近110万元，推进美万洋冬季
瓜菜基地、林下雪茄烟叶种植实验基
地，建设美万广场、群众戏台，打造美
万“美丽乡村”等5大项目。

据介绍，若橡胶林下种植雪茄烟叶
的实验成功，省烟草局不仅将在富雄村
委会建设雪茄烟叶种植基地，海南雪
茄研究所还将提供烟苗及技术指导，
贫困户按栽培标准种植，晾干烟叶后
由烟草公司收回，带动更多群众致富。

（本报临城11月20日电）

第一书记扶贫记

万宁水椰村：

自编自导琼剧
唱出脱贫信心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黄良策 吴小静

“这和其他的琼剧不一样，好看！”
这个周末，万宁市和乐镇水椰村内乐
曲悠扬，人头攒动。水椰村文化宣传
队自编自导的现代琼剧《精准脱贫》首
场演出就获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这是咱们村的事吧？”望着舞台
上的主人公杨大伯，村民叶剑雄觉得
故事很熟悉——早年失妻，体弱多病
的苦命人杨大伯成了村里的特困户。
儿子杨小康外出打工赚不到钱，女儿
在家又无业可就，农田丢荒，住在破旧
瓦房里的杨大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按照“一户一策”的扶贫模式，杨
大伯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加惠农公司
的农业经济合作。“经济基础太差，需
要有人拉一把。”“有政府帮扶，再加上
自己肯干，没有脱不了的贫。”舞台下，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

杨大伯拿了分红，儿女进工厂上
班，家里获得危房改造的5万元补贴
……

据了解，水椰村目前有11户贫困
户，共42人，计划在2017年年底完成
脱贫工作。（本报万城1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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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儋州已搭建
镇村电商服务站258个
30个贫困村的电商服务站
全部搭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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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可以成为电商合
伙人，通过平台出售市场需
求的农副产品，也可根据村
民需要，购入农资产品等。

给技术

运行平台为电
商合伙人提供技术
支持。

给资金

在物流公司没有到达的
“最后一公里”，电商平台出
资购买运输车，电商服务站
作为物流中转地。

“扶贫葡萄”订购电话：

13807537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