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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走进万宁市北大镇丰丹村的扶
贫工作室，十多张该村的航拍地图格
外引人注目，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绍
煦来到村里后，为村中土地布局进行
的全方位扫描。

这位来自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
驻村第一书记，来到丰丹村后，利用无
人机航拍全村的产业布局，还借助光
纤入户为村民开通“信息高速公路”等
高科技方式，不仅为村里谋划了一个
符合自身条件的脱贫布局，也开拓着
村民的视野，改变着贫困户的观念。

李绍煦说，他刚到丰丹村时发现，丰
丹村地处大山深处，长时间的交通信息
闭塞，让村民不仅缺少脱贫的技能，更缺
乏脱贫的意识，“等靠要”思想严重。

来到村里的第二个月，李绍煦就

联系万宁市电信部门，一条网络光纤
拉进了丰丹村，让这个闭塞的山村一
下就通上了信息高速公路。

随后，李绍煦又联系上级扶贫部
门支持的20台电脑发放到村里的便民
服务站、村扶贫工作室等公共场所。渐
渐地，村里上网的村民多了，他们在网
上浏览打工信息、特色产业的销路、审
批和办理，种植技术共享，这些成为村
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渠道。

当丰丹村民们用上了光纤网络刚
一个月，他们惊讶地发现，一天，村子上

方出现一架航拍无人机在天空盘旋。
这是李绍煦利用无人机航拍

技术，在对丰丹村的农业产业布
局、农村危房改造点等村情进行的
一项调查。

结合这些航拍数据和前期的调
查，一个针对丰丹村的扶贫方案在李
绍煦心中产生。

与此同时，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了解
了外面世界、开拓了眼界的村民们，一
改以往等靠要的思想，开始行动起来，
李绍煦也开始为他们铺垫着脱贫道路。

今年，村里有不少贫困户希望通
过养殖脱贫，他们通过互联网了解了
养殖技术，和销售渠道，但苦于没有致
富带头人。于是，李绍煦找来村中致
富带头人黄光武，让他带领八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利用帮扶的果子狸种苗，
在村里建起了果子狸舍，并与隔壁村
的果子狸合作社签订了产销合同，一
只果子狸长成后可卖1500元左右。

此前，村中一些贫困户种植的槟
榔、荔枝等经济作物，因为信息闭塞，
在收购时价格被压得很低。在李绍
煦的带动下，村里原先的合作社在农
村淘宝平台上设立了网店，为这些农
作物展开了销路。村民们开始通过
自己销售特色农产品。

“村中需要硬化的道路11.5公里，
已在11月完成；村中太阳能路灯57
盏，2016年11月完成……”在丰丹村
扶贫工作站中，这些张贴在墙壁上的数
据，正显示着李绍煦一年来为扶贫做出
的成绩。 （本报万城12月12日电）

用无人机航拍调查万宁丰丹村情况，拉入光纤拓宽百姓视野

李绍煦：让信息高速路带来“头脑风暴”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微风拂来，绿油油的细长叶片在
阳光照耀下摇曳多姿，金灿灿地铺满
人们的视野。这是儋州发动贫困户种
植的菌草。

12月12日，记者在儋州市南丰
镇海曼村看到大片橡胶林下搭建着一
排排塑料棚，里面挤满如同鹿角似的
植物。“这是我们用菌草种植的鹿角灵
芝！”村民符黎霞说，村里有20个贫困
户参与管理鹿角灵芝，政府引进的企
业包回收，春节前每户收入有1万元
左右。

如今，儋州大力扶持贫困户发展
特色产业，夯实持续增收的有效载体，
取得不俗成效。

发展特色产业
企业合作社与贫困户合作

菌草不仅助力扶贫，本身也是生
态产业。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才伟说，该公司近
3年来累积带动农户500余户，其中
有一半以上是贫困户，每户年均稳定
增收逾2万元。

记者了解到，儋州引进和鼓励
更多企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
市委市政府协调和支持经济实体帮
助贫困户对接市场，有效化解农产
品“卖难”。

在海南铁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带动下，儋州市木棠镇薛宅村村民

薛良杰今年种了8亩三角梅。“以前在
外打工，没挣几个钱。”他说，“现在种
三角梅，一茬可以挣4万元。”

另外，许多村合作社也与贫困户
结成利益共同体。儋州市和庆赐丰养
殖合作社带动26户贫困户养竹狸，地
方政府帮助贫困户购买竹狸种苗，合
作社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回收，
每户年增收可达1.3万元以上。

注重教育投入
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最近，儋州市木棠镇蒌根村村民
吴卓卿，不但学会绿壳蛋鸡养殖技
术，还参加了挖掘机驾驶培训。他自
豪地说：“多学一门技术，就多一条增

收路子。”
为了让贫困户掌握产业技术，儋

州免费举办多期培训班。尤其是电
视夜校，让贫困户既“富口袋”，又“富
脑袋”，增强了脱贫致富的主动性、积
极性。

据介绍，该市开展科技示范基地
建设和科技培训，今年已投入202万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1%；建立科技
示范基地10个，培养163户科技扶贫
示范户，完成年度计划的113%。

更有长远意义的，是加大对贫困学
生的资助力度。该市今年已补助从学
前教育到普通大学阶段贫困学生6079
人，补助总额1423.45万元。对无法申
请到助学贷款的贫困生，市政府予以
兜底，今年已资助贫困大学生689人。

撬动金融杠杆

为农户提供担保贷款

今年9月下旬，儋州市大成镇多
个村的贫困户，全家老少齐聚各村委
会大门口领取山羊等种苗。不少农户
奔走相告：“我们要发‘羊财’了！”

除了由政府支持种苗，儋州还为
这些农户发展产业提供担保贷款。该
市成立了扶贫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由
市财政注入2000万元担保金，每户最
高可贷款10万元。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定
不移地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任务、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本报那大12月12日电）

大力扶持特色产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供担保贷款……

儋州：三重发力助贫困户脱穷根

相对于送种苗、改造危房这些常见
扶贫手段，改变村民闭塞的观念，让贫困
户有脱贫的动力，是首先要做的一件
事。因此，要让他们更多地接触外面的
世界，开拓他们的视野，转变他们的观
念，变“等帮扶”到“我要脱贫”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处副处长，万宁市北
大镇丰丹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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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语录第一书记扶贫记

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开展脱贫攻坚视察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李磊）我省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今起组成代表视察组，深
入我省四个市县，开展为期5天的我省实施脱
贫攻坚情况集中视察。

此次视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符跃兰任组长，视察组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卫留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如玉，省政协
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勇，全国人大华侨
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符兴，武
警海南省总队原政委戴金益等17名全国人大
代表组成。

此次视察主要内容有，听取省政府关于海
南省实施脱贫攻坚情况汇报，全面了解海南省
实施脱贫攻坚、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的总体
情况，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做的主要工
作，以及我省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成效
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今天上午，副省长陆俊华代表省政府做了
关于海南省实施脱贫攻坚情况的汇报。会议
指出，截至2016年11月30日，全省农村贫困
人口已脱贫18.4万人，完成年度减贫计划的
97.8%，预计12月底市县18.8万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126个贫困村出列，其他各项目标任务也
将如期完成。

汇报会结束后，代表视察组前往临高、儋
州等市县开始视察，视察结束后将形成视察报
告报全国人大。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符跃兰
参加今天上午的汇报会。

屯昌部署攻坚脱贫下步工作

全力推进
五大扶贫措施全覆盖

本报屯城12月12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
员邓积钊）年关将近，扶贫攻坚工作面临新局
势。记者今天从屯昌县政府获悉，屯昌将全力推
进扶贫重点产业、贫困户危房改造等五大措施在
该县全覆盖，扎实稳健推进下一步扶贫工作。

据悉，在日前省模拟第三方考核评估中，
屯昌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均走在了全省前列，受
到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

屯昌趁热打铁，对下步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了具体部署：首先明确各镇要将香鸡和黑猪扶
贫产业作为“一把手工程”积极推进，加快鸡舍
项目建设，让贫困户尽快投入生产；同时，向贫
困户提供更为完善的脱贫就业服务；三是全力
配合做好贫困户危房第三方鉴定，加快危房改
造进度；此外，强化检查电视夜校参学情况和
组织讨论情况，确保该县扶贫夜校特色教学覆
盖到每一贫困户；该县还将积极构建优秀驻村
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促进驻村干部作用
的发挥，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有效开展。葡萄藤下生“志”果，技术

“造血”治“贫症”

三亚“扶贫葡萄”熟了

本报讯（记者林诗婷）“听说摘
葡萄可以帮助叔叔阿姨渡过难关，
我今天要多摘些！”7 岁的王芯说。
近日，在三亚市崖州区郎芒洋田基
地内，传来阵阵童稚笑声，150余名
社会爱心人士携家人、朋友相聚葡
萄园中，参与采摘“扶贫葡萄”爱心
项目，义卖善款将帮助崖州区20户
贫困户渡过难关。

葡萄藤下，果飘香，人声欢悦，采
摘忙。葡萄园外，热火朝天，数十名工
作人员采果、剪枝、包装，为“扶贫葡
萄”上市做足准备。“第一批12亩的葡
萄已经成熟，产量约有2.5万斤，我们
通过电话订购、采摘义卖形式筹集善
款，帮助郎典村、赤草村、抱古村20户
贫困户渡过难关。”三亚海源实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家芬说，“扶贫葡萄”
汇集了社会爱心力量，仅一个上午就
销出了180箱。

销路的畅通让“入股”的贫困户
激动不已。“没想到咱们种的葡萄销
量这么好，我要努力学好种植技术，
靠自己双手脱贫致富。”三亚市崖州
区赤草村贫困户董龙光说，因家中
土地、劳动力缺乏，曾苦于脱贫无
路，如今第一批葡萄成熟飘香，第二
批 200 亩的葡萄刚刚开花，生活更
有盼头了。

据介绍，为解决技术、资金、销
售渠道缺乏的致贫难题，三亚市崖
州区针对贫困症结，采取“龙头企
业+农信社+互助社+互联网+贫困
户”模式，引进龙头企业，与贫困户

“抱团”合作。
“我们与贫困户签订葡萄种植合

作协议，贫困户以扶贫贷款入股，每年
可拿到1万元兜底资金，盈利情况下
还有年底分红，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还能到园区务工、学习技术，获取
80元每天的报酬。”李家芬计算，贫困
户年收入至少能增两三万元，既能学
习到先进的种植技术，未来亦可实现
自我造血。

逛省城感受“双创”变迁

海口云龙镇贫困户
树起自立脱贫志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
讯员王媛）昨天上午，在海口高新区管委会组
织下，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岭村7户精准扶
贫户参观了博爱街道、居仁坊等“双创”示范
点，在感受到“双创”带来的城市变化、开阔眼
界，体会了“双创”攻坚克难的意义的同时，也
增强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和能力。

来到居仁坊社区，干净整齐的火山岩地
砖、见缝插针的绿化、有特色的指示牌、美观大
方的公益广告……让乡亲们目不暇接。他们
纷纷表示，这种观摩方式让他们开阔眼界，激
发了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大家将在政府帮助
下，靠双手靠技能勤劳致富，建设美丽乡村。

据了解，高新区先后拿出387万元帮助帮
扶村修乡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蓄水塔
解决村民饮水问题，在带动、发展产业项目的
同时，还结合当地村民实际，策划了“三角梅扶
贫行动”。

近日，在白
沙黎族自治县青
松乡青松村委会
办公大楼，村民
们正聚精会神收
看海南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节
目，了解扶贫工
作中的小额贷款
政策。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陵水县政府牵线搭桥

助贫困单身男女
缔结美姻缘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 （见习记者贾磊
林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昨天上午，由陵水黎族
自治县政府主办的“美满姻缘，共同缔造”2016
陵水县精准扶贫相亲会本号专场活动，在本号
镇民侨小学拉开序幕，150多位贫困单身男女
参加了此次相亲活动。

在民侨小学的活动广场，独具黎族特色的
竹竿舞开场，将此次相亲活动气氛点燃，现场
的150多位贫困单身男女受黎族歌舞吸引，逐
渐积极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据该县团委负责
人介绍，为了在贫困户中积极倡导真实、正确
的农村贫困单身男女青年交友观，搭建一个轻
松的互动交流平台，陵水县将分批次举行贫困
家庭单身男女相亲联谊活动。

聚精会神
上夜校

1月至11月

儋州市已评议退出6176户28175人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邹文涛 实习生陈卓斌）

“送教忙，资助广，教育扶贫攻坚仗
……”今晚8点，一曲童谣拉开了第
八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序
幕。受邀担任主讲的省教育厅厅长
曹献坤，用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语
言，详细讲解了教育扶贫在扶贫工作
中能起什么作用、要做哪些事情。

“扶贫重在扶智，扶智重在育
才。孩子能接受良好教育，这个家庭
从这一代起就不会再过穷日子了。”
如同拉家常，曹献坤娓娓道来，当前，
我省教育系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一方面推进“劝学”，督促家长
送孩子上学、规劝孩子回学校上学，
做到“不落一生全上学”；一方面推进

“助学”，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阶段的完整资助体系，做到“不落一
人全资助”。

她着重介绍了3个主要教育阶
段的助学举措。第一，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我省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衣
食住行学”政府兜底资助。第二，中
职和普通高中：我省所有中职学校免
收学费，涉农专业中职学生还免收住
宿费和课本费。省教育厅正在争取
让这一政策覆盖到全体建档立卡中

职学生。此外，从2016年秋季学期
开始，建档立卡普通高中学生将免收
学杂费。建档立卡中职学生和普通
高中学生都有助学金。第三，高等教
育阶段：贫困学生可以利用国家生源
地助学贷款缴纳学费和住宿费，通过
国家助学金或勤工俭学补贴生活，还
可以努力学习争取国家奖学金。另
外，学前教育也有资助金。

此外，省教育厅启动了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全上学”计
划，要求到12月底，除因残疾和身体
原因不能入学的以外，义务教育阶段
适龄孩子全部返校入学。不愿送小

孩上学的家长或监护人，很可能被省
教育厅提起诉讼。

不送孩子上学会被起诉？省教
育厅法律顾问贾雯明确回复，法律有
明文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
务教育，因特殊原因暂缓入学、休学
的，其父母必须要向市县教育局或者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

省教育厅已经提出要求，各市县
中小学要对残疾小孩进行入学评估，
能随班就读的安排入学随班就读。
同时，各市县正加大特殊教育学校建
设力度，计划到2018年基本解决海
南残疾孩子上学问题。

第八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聚焦教育精准扶贫

不落一生全上学 不落一人全资助

种植花卉、桑树、南药、蜜柚、广藿香、牧草等1.03万亩，完成率96.3%
养殖牛、羊、猪共2.5万头，完成率95.3%

养殖鸡、鸭、鹅、兔、蛇、鸽、竹狸等52.4万只（尾），完成率93.2%
配套建设牲畜棚舍等生产设施2.7万平方米，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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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占年度计划减贫的 1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