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王伟 实习生 何金龙

11月 25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
县青松乡青松村的村委会会议室里，
80多名贫困村民认真听着来自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专家们的生产技
术要点讲解(见右图，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 梁振文 摄)。

这是由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陈立
斌特地为村民们准备的种养殖技术培
训班。陈立斌是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派驻青松村的第一书记，在他看来，扶
贫不仅要解决技术难题，村民的思维
死结也要打开。

贫困群众求技若渴

如何根据季节选择叶菜种植、怎
样进行蔬菜有机栽培、山羊如何饲养
管理以及疾病预防……短短一天的授
课时间，被各种技术课程排得满满当
当，而农业专家们通俗易懂的细致讲
解，让贫困户们极为受用。

“大家叶菜种植上还有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当农业专家杨
衍说出这句结课语时，刚才还聚精会

神听讲的村民们马上围了上来，“老
师，怎么我种的大白菜叶子上都是小
洞，而别人的没有？”“短期叶菜种植，
选什么作物比较好？”

“村民发展产业热情高、决心强，所
以对于生产中的问题都很上心。”在一一
解答村民的问题后杨衍告诉记者，在驻
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村民们思想活了，
他们不再单单依靠橡胶等传统作物，而
是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和特色产业，结合

当地特点搞起了黑山羊、五脚猪养殖，槟
榔、益智、瓜菜种植也在计划中。

开小灶解技术难题

同样被村民们围住的，还有养殖
专家夏万良。

作为青松村重点发展的脱贫产
业，黑山羊养殖虽发展多时，但依旧问
题颇多。就在前不久，贫困户林清负

责照料的乳羊就病死了10多只，林清
见到夏万良犹如看到救星。

“老师，您来看看我们合作社养的
羊到底是怎么回事？”培训班一结束，林
清便拉着夏万良来到羊舍里查看情况。

“青松村海拔500米以上，平常的
羊舍高度在70厘米左右，这里就要建
到80厘米到1米才行。”夏万良一席
话，让林清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其他
村民纷纷拉着夏万良开起了“小灶”。

“好不容易转变了村民们的思维，
开始发展高效产业，但一个个技术难题
好比一盆凉水，几乎浇灭村民的热情。”
陈立斌说，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筹集的
100万元产业发展资金半个多月前就
已到位，但技术问题得不到解决，贫困
户、合作社拿着钱却不敢花。如今，有
了技术支撑，村民们准备大展拳脚。

从教室到田间地头

“有了专家们的帮助，种养合作社
就能很快建立起来，接下来还要建设
常年瓜菜基地。”陈立斌告诉记者，整
个青松村，有贫困户117户、477人，
今年被白沙列为了脱贫整村推进单
位，通过产业扶贫，转变此前的低效农
业，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此次培训取得的良好效果，也让
陈立斌对青松村的脱贫前景有了明
确的规划。“除了理论课堂，今后还要
组织专家走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村
民生产技能。”陈立斌说，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里，专家还会指导村民们种下
短期瓜菜作物，让村民在春节前收获
第一桶金。

（本报牙叉11月27日电）

白沙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找来农业专家为贫困村民授课，解决产业发展难题

有了点子和技术 村民们思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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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助脱贫

热线答疑

■ 见习记者 贾磊
本报记者 杜颖 苏庆明

入冬时分，七仙岭景色怡人。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巡亲村的
正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南药良种繁
育基地里，绿莹莹的益智苗长在整齐
划一的田垄上，长势喜人。

在这里，益智规模化种植已有5
个年头，种植面积有1.8万亩，如今发
展势头正旺，以前只能在深山老林里
采摘益智的辛劳，对当地农民来说已

成了历史。规模化种植的益智苗，成
了广大农民尤其是贫困户脱贫路上的

“黄金苗”，保亭相继有9个乡镇1300
多名农户从中受益。

市场前景好扩种益智苗

正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欧一忠说近几年益智市场行情看好，
以益智带动农民脱贫是一个好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益智种
植面积约15万亩左右，其中进入丰
产期的益智约 10 万亩，年产鲜果
3000吨，干果量1000多吨，产值约
0.8亿元。但从全国来看，对于益智

干果的需求总量约在2000吨以上，
海南益智种植适宜林下种植，在带动
农民致富增收上大有希望。

从2012年开始，该公司的南药良
种繁育基地已经建成益智小苗大棚
40亩，大苗荫棚60亩，在扩建100亩
的前提下，具备年繁育益智成品500
万丛的育苗能力，可供保亭每年扩种
2.5万亩的种苗需求。

做强产业链助农“组合增收”

“基地从良种繁育、规模化种植、
深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发
展，让益智产业具备竞争力，这样能让

村民产业发展走得更远。”欧一忠说。
“益智仁茶、蜜饯益智珍果、益智

黄精膏、益智复合糖片等目前一些成
熟的产品，确保了多样化的市场需
求。”欧一忠说，如今农民不单单靠着
卖鲜果或者干果赚钱，还可以通过简
单的粗加工和到基地里干活增收，贫
困户在基地里每天工资150元，目前
已有1300多人次农民在基地工作。

好政策得贫困户点赞

保亭农业局副局长黄永芳告诉记
者，2015年，保亭投入了200多万元
从基地购买种苗发放给农民，覆盖了

9个乡镇200多户农民。今年，保亭
投入642万元为农民添置益智种苗，
覆盖农民800多户。原本4.5元一丛
的益智苗，农民只需付0.5元一丛就
可以种起来，其余均由政府负担，贫困
户的种苗费用全部免除。

“再也不用去外地务工贴补家用
了，在南药良种繁育基地干活，每天可
以拿到100多元工资，前年在家里的胶
园还种了2亩益智，明年就有果了，脱
贫，我们挺有信心的！”巡亲村村民黄
照告诉记者，种地、务工，仅仅这两种
增收方式，就可以确保超过脱贫线了。

有了这片益智，巡亲村村民满怀希
望。 （本报保城11月27日电）

第四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解读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资助政策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
习生陈卓斌）11月28日晚20时，第四期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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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学学生工作处学生助学贷款与资助科科
长王静，将详细解读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资助政策。

记者了解到，为了帮助观众更为清晰地学
习和掌握相关资助政策，电视夜校主办方还邀
请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代表蔡兴境、海南经济技
术学校毕业生许丽花、海南大学学生陈丽青等
来到现场与王静互动，通过讲述亲身经历鼓舞
更多贫困学子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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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省政府设立的“961017”脱贫致富
服务热线开通以来，已经成为贫困群众咨询政
策、反映诉求的重要渠道。

本期“961017”热线答疑栏目，将关注到种
养殖技术帮扶及小额贷款申请等贫困群众普遍
关注的两个问题。

来电群众
我想种植黑米，是否能提供种苗来源和种

植技术帮助？
省科技厅
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得到技术帮助：
一是就近寻求农业科技110服务站帮助。海

南省科技厅在全省各市县乡镇均建有农业科技
110服务站，这些服务站也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普遍开展农资供应和农业技术服务业务。

二是向当地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寻求帮助。
三是向市县科技管理部门寻求帮助，联系

种苗来源和技术人员。
四是直接联系省科技厅，通过省科技厅联

系各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种苗研发机构和专
家进行指导帮助。

来电群众
我想靠创业脱贫致富，如何能从省农信社

申请到小额贷款？
省农信社
请您按照以下方法申请小额贷款。
一是致电海南农信 24 小时客服热线

96588，记录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及所在乡
镇。信用社会有镇上的小额信贷员上门为您服
务。

二是每个乡镇都有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可
到镇上网点咨询办理贷款。

贷款利息如何计算？农信社建档立卡贫困
户贷款年利率7.9%+2%诚信保证金。每月归
还贷款利息，按时归还贷款本金，农信社退还
2%诚信保证金。政府对农户还有年利率不低
于5%的贴息，男性农户可贴息一年，女性农户
可贴息两年。 (本报记者 陈蔚林/整理)

文昌严查危房改造
领域腐败

本报文城11月2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黄云平）“请问你这房子是什么时候改造修
建的，政府给你补助了吗，补助了多少，是发放
到一卡通里面吗？”记者近日从文昌市纪委了解
到，今年9月至10月，文昌纪委抽调人员组成
两个督查组，针对农村危房改造领域腐败问题
开展了专项督查。

“督查发现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吃拿卡
要、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等问题较为普遍。”督查
组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实地走访，督查组发现
基层党员干部违纪问题线索22条。目前文昌
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查处4件，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5人。

据介绍，今年以来，为加大对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文昌市
多次开展逐户走访，成立专项督查组从数据信
息保障、线索调查摸排、问题线索汇总等方面明
确职责、任务到人。同时，采用区域结合、异地
办案等方式，提高发现和查处典型问题的效率。

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与施工方沆瀣一气
侵吞专项资金行为，是该市查处的重点。

“扶贫资金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一分一厘
都不能乱花，更容不得动手脚、玩猫腻。”文昌市
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
微腐败。

鼓励企业参与扶贫，保亭壮大益智产业，助贫困户实现“组合增收”

益智扶起农民“脱贫志”

“961017”脱贫致富
服务热线来电问题摘登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通讯员 林先锋

细雨飘飘洒洒，金桔树的叶片上
沾满了晶莹的雨珠。看着眼前茁壮成
长的200株翠绿小桔树，海口市琼山
区甲子镇甲新社区蛟龙冲村贫困户杨
大利喜上眉梢：“希望这些桔树快快长
大，这可是我们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啊！”对这些小桔树，杨大利可以说是
呵护备至。

今年 32 岁的杨大利一家 5 口
人，属村里重点帮扶的贫困户，他家

人年均收入仅2200元，一家人至今
仍挤住在 30 多平方米的瓦房里。
2011年，杨大利的二儿子杨德才被
诊断为脑积水。几年来，杨大利四
处求医问药，钱花去不少。

杨大利一家因病致贫，可全家人
并未因此消沉。更幸运的是，政府及
社会各界为杨大利伸出了援手。

今年初，海口市信访局、琼山区发
改委等单位与杨大利结为扶贫帮扶对
子，镇政府为其下拨扶贫资金，还扶
医、扶学、扶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市信访
局多方筹措4万元救助经费，用作杨
德才治病费用。

镇政府根据杨大利的脱贫意愿，
今年下半年以来，先后给他送来200
株桔子苗、200只鸡苗、9头猪苗、母羊
两只及一头牛，还送来一批肥料、饲料
等。扶医方面，镇政府帮助杨大利一
家5口缴交新农合费用。此外，为助
杨大利大儿子杨德海完成学业，每年
给他家补助1000元。

“杨大利一家勤劳肯干，脱贫意愿

强烈，一心一意发展脱贫产业。”甲新
社区居委会书记符芳茹说，杨大利的
桔子基地离家有几公里远，可他从不
放松管理。今年8月中旬，受台风“电
母”影响，他家种植的200株金桔因烂
根死了一半，但他并不气馁，自筹资金
再买100多株桔苗及时补种。

对此，杨大利感慨颇深：“政府扶
贫如此给力，我更要发力，因为政府给
了我们脱贫致富的力量！”

对政府扶持发展的猪牛羊等产
业，杨大利一家人管理十分上心。在

杨大利另一间小瓦房内，有两个大鸡
笼，里面养有近百只鸡。“通过帮扶单
位的帮助，这批鸡都已预订出去了。”
杨大利说。

脱贫需改变老旧观念。11月18
日，我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正式开
播，当晚，杨大利夫妇一块去观看。“这
节目太好了，很长见识，第一期节目播
完后，福山上村的农户林书山给我们
讲述了如何防治鸡病的经验，，我们
脱贫信心更足了。”杨大利的妻子林
春风说。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

海口甲子镇贫困户杨大利一家因病致贫，政府助其发展种养业

“政府给力，我更要发力！”

一亩林下土地

可以种800丛益智苗

每亩年产

200斤—300斤益智果

市场价格

每斤4元到8元
种益智
效益好

农民每亩

就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
正生堂南药基地

还对农民的益智保底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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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万宁市礼纪镇的田间地头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豇豆、黑皮冬瓜、黄瓜等冬季瓜菜正在下苗，农户悉心做好施肥、定植、浇水工作，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种苗大多是免费领取的。据了解，万宁市农业局拨付818万元用作强台风“莎莉嘉”过后的农业生产恢复补贴，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享受100%足额的种
子补贴，并可以免费领取种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贫困户优先获得
瓜菜生产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