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星村共308户

其中117户是贫困户

如今村里只剩18户贫困户

相较去年减少了99户

这两种作物20天收割一次

一吨卖350元到400元

一亩地一年至少可以赚5000元

牧草、麻竹可以卖作饲料
也可以卖作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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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助脱贫

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A03 特别报道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林先锋

不种庄稼却种草，“不务正业”的
村民收获了脱贫致富的“果实”。近段
时间来，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琼星村
的干部和村民经过不断探索，摸索出
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之路，在这片土
地上“种”出了绿色的脱贫希望。

因地制宜，摸索新产业

11月22日16时，天微凉，琼星村
村民符秀兰正和同村的几名妇女在田
头切割牧草种苗，旁边一大片翻好的
土地正等待着新一轮播种。前几天，

她自家种的牧草刚结束第一茬收割，
“卖价不错，比原来种水稻好多啦！”这
位40岁出头的种植户对这牧草有着
特殊的期望。

这在琼星村不是个例。
琼星村位于海口的东南角，在这

个出了名的“省级贫困村”里，308户
有 117 户是贫困户，符秀兰也是其
一。“主要是地太贫，土地含沙多，种什
么产量都上不来。”说到这儿，琼星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杨年生叹了一口气。
在他看来，只要引进合适的农业项目，
琼星村就很有希望集体脱贫。

可这个合适的项目，是什么？早
前琼星村探索了很多年，都得不出答
案。

去年到这里任职的杨年生很有干
劲，上任没多久，他就带着村干部到处

考察养兔、种植牛大力等种养产业。
经过多次分析对比，杨年生把目光锁
定在麻竹和牧草两种作物上。“它们不
但销路都很好，而且也很适合甲子的
土壤特质。”杨年生说，没过多久，大伙
们就商量着通过“公司+农户+土地”
的模式，先在琼星村发展农业示范基
地尝试种植。

种草效益好，销路不用愁

万事开头难。基地还没开建时，
不少村民就对此很不理解，他们质疑

“种草有什么前途？能挣几个钱？”
该示范基地的经理钟步贵却对此

充满信心。他告诉记者，牧草、麻竹可
以卖作饲料，也可以卖作种苗，这两种
作物长势快，最快20天就可以收割一

次，“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至少可以赚
5000块呢！”

除了收益好，牧草和麻竹的销路
也不用愁。“现在澄迈、临高等好几个
市县听说我们这边开始种草，都给我
们打电话订购，相信到了冬天，内地市
场需求更大。”因为这份坚定，那段日
子里，杨年生和钟步贵挨家挨户做工
作，连他们自己都记不得走了多少路，
流了多少汗。

牧草和麻竹种植孕育着新希望，
也为村民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近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在
农闲时到示范基地打零工。“在这
里，大家每天有90元的收入，离家还
不远，多好啊！”村民王银笑呵呵地
告诉记者。更可喜的是，就在前几
周，琼星村牧草示范基地终于迎来

第一次收割，截至上一周，整个基地
已收割出牧草30万斤，“我就种了2
亩，可也收割了两三吨，按照如今一
吨350元到400元的市场价计算，这
是不错的收入啦！”

村民们干得起劲，干部们也越来
越有信心。现在，琼星村已经陆陆续
续种了200多亩麻竹和牧草。杨年生
说，去年，琼星村贫困户达117户，如
今村里只剩18户贫困户，相较去年减
少了99户。这大大地提振了他的信
心和决心，“我一定争取明年实现全村
脱贫！”

杨年生告诉记者，如今不少村民
又拿出了更多的地准备种牧草，相信
不久之后琼星村牧草和麻竹种植范围
会越来越大。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签了这个合约，我们以后种菜
就不愁卖，也不怕赔了。”拿着刚刚
与海南小菜一篮互联网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签好的《框架协议书》，文昌
市公坡镇水北村委会春回村的韩福
畴说。

11月23日上午，在海南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的定点扶贫村水北村委
会的会议室里，来自村里的17名贫困
户均与海南小菜一篮互联网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了种菜包销协议书，
签订协议之后，村民种出的所有蔬菜
均按协议被小菜一篮公司收购，同
时，小菜一篮公司确保每人每月收入

不低于2000元，若有种菜的村民月收
入低于2000元，公司将为其补差价，
确保其收入达到2000元。

“同时，公司垫付所有的肥料和
种子费用，村民收入高于2000元，收
款后村民再付款，若村民收入低于
2000元，肥料种子全部免费。村民的
菜开始采摘时，公司每天派车来收

购。”海南小菜一篮互联网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士波说。

据了解，当地村民一直有种蔬菜
的传统，但由于市场行情不稳定，近
年来，大多数人都不敢大面积种植蔬
菜，导致村里撂荒地剧增。针对这种
情况，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扶贫干部联
系小菜一篮公司，决定为村民的蔬菜

包销。
为充分尊重贫困户的意愿，17日

上午，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工作人员与
小菜一篮公司负责人带着油麦菜、空
心菜、上海青、四季豆等10种新鲜菜
品样本来到该村，贫困户们现场选择
自己想种的菜品和规模。

经过几天的考虑，17户贫困户

确定了约50亩的种植规模，并全部
签约。

韩福畴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全家人的开销全靠家里的 8亩
地。然而，即便只有8亩地，韩福畴也
不敢全部用来种菜。“因为之前种辣
椒卖不出去亏过钱，我们家的情况可
是亏不起啊，所以干脆不种。”韩福畴
说，“现在先签2亩地，最起码每月保
底会有2000元。”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局长赵微说，
蔬菜生长周期短，贫困户可以很快看
到收益，到手的收益能增强他们脱贫
的信心，也可以引领越来越多的贫困
户种植蔬菜脱贫。

（本报文城11月24日电）

本报定城11月24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叶松）11
月20日，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委会望
楼岭村的贫困户们迎来了一个“大
件”。当天下午，村里8户贫困户自发
集资购买的电视回到了村里，贫困户
们聚集到村里小教室，齐心协力地把
电视、机顶盒给安装了起来。

18日，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正式开

课，由于望楼岭村距离村委会办公室
距离较远，为方便群众，大里村委会就
在望楼岭村设立了一个观看点，借用
农户家的电视，供贫困户集中观看。

“扶贫夜校精彩有趣，还能鼓舞人
心，激励脱贫。为了以后方便观看，不
如我们合伙买一台电视？”看完夜校第
一课，意犹未尽的贫困户吴习兴兴冲
冲地向大伙提议。这个提议迅速得到

了其他贫困户的认同，第二天他们就
每人出资50元，花了420元到镇上购
买了新的电视，村干部还出资300元
购买了电线、机顶盒等设备，完善了观
看设施。下场夜校就能用上崭新的电
视机收看了。

“政府帮，社会帮，最终脱贫还是
要靠自己！扶贫夜校讲的东西都很通
俗，对我们脱贫致富很有帮助，购买电

视是必要的。”吴习兴说，今年大家享
受到扶贫政策，生活水平提高了。今
后，夜校中还会有许多跟扶贫政策知
识、产业发展有关的节目，对贫困户了
解政策、提高技术很有帮助。

“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该村村
委会干部叶运广介绍，村委会在望楼
岭设立观看点后，专门安排干部陪同
贫困户观看节目，节目结束后与其讨

论、交流，通过对贫困户进行思想教
育，改变其思想、提升其技术，努力让
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据了解，近年来，大里村委会通过
对贫困户进行思想教育，部分贫困户
的“等靠要”思想逐渐起了转变，主动
学习脱贫技能，开展脱贫实践，目前该
村委的7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实
现脱贫摘帽。

定安8户贫困户自发集资购买电视观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扶贫夜校助贫困户“智”富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
习生陈卓斌）11月25日20时，第三期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下称“电视夜校”）将在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这一期课程中，省
住建厅派驻临高县和舍铺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裴兴旺将为大家详细讲解《海南省脱贫攻坚扶
贫手册》的填写办法。

记者了解到，在本期课程中，除了邀请来自
各市县的致富代表、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农村
致富带头人等来到现场，与裴兴旺针对《海南省
脱贫攻坚扶贫手册》填写与使用方法进行互动，
电视夜校主办方还派出脱贫致富攻坚小分队，
以实地调研和采访的形式，讲述了文昌市文教
镇加美村用“企业+”和“家门口招聘”等脱贫方
式，带领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新道路的鲜活
故事。该村第一书记黄德乐及贫困户林明展、
致富带头人梁亚宽等也来到现场，与观众分享
投身脱贫攻坚工作的心得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视夜校授课的同时，海
南省“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也一同开放，
随时受理群众对精准脱贫相关政策、法规的咨
询，以及在产业发展、生活保障、教育培训等方
面的诉求。观众们还可以从电视夜校中获取本
周最热的岗位招聘信息。

电视夜校还将于当晚20时45分在三沙卫
视播出。

第三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详细讲解扶贫手册填写办法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许林）今天，
省住建厅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住房扶贫”功
能。农民群众可利用这项功能及时了解农村危
房改造的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建设标准、申报
审批程序、资金拨付，以及建房报建知识等。

记者进入省住建厅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
单找到“住房扶贫”功能。农村群众可以通过

“办事指南”子栏目查询农村危房改造申报审批
流程、查询农村危房改造咨询电话；还能通过

“热点问答”子栏
目咨询危房改造
的具体事项。

省住建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加
载此项功能有助
于加快推进全省
农村贫困户住房
安全保障工作。

省住建厅微信公众号发布“住房扶贫”功能

农村危房改造
微信帮您答疑

扫二维码
关注省住建厅微信公众号

海口市琼山区琼星村发展牧草、麻竹种植，助村民脱贫

不种庄稼种牧草 收割快行情好

公司垫付肥料、种子费用

村民的菜开始采摘时，公司每天派车来收购

公司确保每人每月收入不低于2000元

若有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公司将为其补差价

帮扶
亮点

小菜一篮公司牵手文昌水北村委会贫困户，确保每人每月种菜收入达2000元

包销真省心 撂荒地里出真金

本报营根11月24日电（记者刘操 郭畅
通讯员蔡海艳 冼泽能）今天，记者从海南廉政
网获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日前召开巡察工
作动员会决定，派出3个巡察组，采取“一托二”
的形式，自11月30日起，对营根、湾岭、和平、
长征、什运、吊罗山等6个乡镇，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专项巡察。

据了解，此次巡察围绕脱贫工作开展，采取
听取汇报、调阅文件资料，与干部群众个别谈
话，受理信访举报，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紧盯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三大问题”，把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中“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作为切入点，剑指问
题、巡出成效，让群众共享巡察“红利”。

琼中围绕脱贫工作
组织专项巡察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袁宇）“感谢
政府的援助，让我们增加收入。”站在三亚惠农
东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羊圈前，三亚市吉阳
区罗蓬村村民兰学明感慨万分。就在昨天，他
的银行卡上已经收到了合作社转入的首批
2700元分红款。

今年44岁的兰学明曾经是罗蓬村的贫困
户。今年，吉阳区政府对他进行精准扶贫，先是以

“医疗+扶贫”解决了兰学明妻子的看病开销；再以
“产业+扶贫”“合作社+扶贫”模式让他断“穷根”。

“政府送羊、合作社养羊，年底还能分红。”
如今已经彻底脱贫的兰学明谈起政府绘就的

“致富路”，内心仍很激动。
跟兰学明一样领到合作社分红的还有13

户贫困户。罗蓬村党支部书记吉明豪透露，吉
阳区通过“产业+扶贫”“合作社+贫困户”的方
式，对贫困户进行产业扶贫。贫困户免费认领
6只种羊，以种羊加入合作社，领取分红。

该合作社的负责人吉立斌说，为了养好羊，
合作社还组织村民学习养羊技术。合作社对入
股的贫困户按照每年每头羊500元分红，逐年
增加5%，年度红利将分三批结清。

“合作社+扶贫”结出“致富果”

三亚罗蓬村14户贫困户
喜领分红

11月24日，在儋州市
海头镇，儋州市驻村扶贫
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正在更
新扶贫进度表，将扶贫工
作的最新进度公布出来。

据介绍，儋州市驻村
扶贫工作队进驻海头镇以
来，扶贫工作开展得有声
有色，今年该镇计划脱贫
达222户，涉及贫困人口
1034人，占该镇贫困人口
的一半。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琳 摄

更新扶贫进度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