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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2月7日电 （记者罗
安明 通讯员符才丽）下午2点多，东
方市四更镇旦场村的贫困户文益龙
从地里割来两捆巨菌草，来到海边的
养鹅场喂鹅，7600多只鹅远远听见
他发出的“咕咕”声，雄赳赳一阵小跑
上岸，美美地吃上了一顿。“过了年十
五，我们就要卖鹅分红了。”文益龙看
着鹅群，笑得咧开了嘴。

东方市四更镇旦场村，四面环
水，村民与外界联系唯一的纽带，
是一座200多米的漫水桥。因为交
通不便，村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农产品，常常遭遇无人问津的尴尬
局面。

去年，四更镇将全镇122户贫困
户集中起来进行产业扶贫，分别在四
更村、旦场村投资400万元、150万
元，建成了乳猪养殖场和养鹅场，引

导贫困户发展特色养殖脱贫。文益
龙一家，从此走上脱贫路。

旦场村党支部书记文益建介绍，
该村一共有7户贫困户，有壮劳力的
3 户，全都在养鹅场上班，当饲养
员。这批鹅早在购买鹅苗时，就和公
司签好了包销协议，不愁销路。

养鹅场上，一个露天悬挂的大音
响，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刚运来的鹅
苗，有点怕生，我们放音乐给它们壮
壮胆，听音乐也有利于它们长大。”文
益龙在一旁笑嘻嘻，透露了他们的养
殖“秘诀”。

记者了解到，春节前，乳猪养殖
项目进行了首次分红。而养鹅场的
这7600多只鹅，已经长到5斤多一
只，元宵后就可出售分红了。

“真的感谢党和政府这样帮我们
贫困户。”文益龙充满感激地说。

东方四更镇将122户贫困户集中起来产业扶贫，引导发展特色养殖——

贫困户海边养“音乐鹅”奔富路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

对于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抱邱
村贫困户符学明来说，今年的新年，真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2月5日，刚放完鹅，符学明就回
到自家新房粉刷，有盼头的忙碌舒解
了他紧皱的眉头，也让他有了自信的
笑容。而这笑容背后，曾有多少辛酸
苦泪，符学明记得，省国土资源厅扶贫
派驻第一书记罗泽安也记得。

因家庭贫困，前妻离家，留下两个
孩子与符学明相依为命。“最让符学明
感到愧疚的是，住在破旧老屋，没有稳
定收入，让孩子跟着他过苦日子。”罗

泽安回忆道。
在了解符学明的生活现状后，省

国土资源厅扶贫工作派驻组及时与当
地政府协调，为符学明争取到危房改
造资金，并根据其生产基础条件和需
求，为他提供了鹅苗、相关生产工具和
资金。

苦日子已翻篇，新生活正书写。
看着自家新房慢慢建起来，鹅苗慢慢
长大，孩子欢笑嬉闹，符学明脸上的愁
容逐渐消散，现在的他对未来充满了
希望，“有新房、有鹅苗，有了稳定的收
入，我也可以昂首挺胸，娶个媳妇，和
孩子们好好地过好日子了！”简单朴实
的“新年愿望”博得在场村民的阵阵欢
笑与掌声支持。

迎新家过新年的村民不只有符学
明一户，村民吉秀花一家同样乐开怀，

“以前住在漏雨的茅草屋时，真是想都
不敢想还会有这么一天，一家人可以
搬进这么宽敞干净的平房里，高高兴
兴地过新年！”截至目前，在省国土资
源厅的帮扶下，抱邱村30户贫困户已
全部实现脱贫。

精准扶贫，不仅在于帮扶贫困户，
还在于帮助村庄改善环境，为当地村
民和贫困户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
力和活力。助民脱“贫帽”，还要为村
焕“新颜”，省国土资源厅用实际行动
践行精准扶贫。

抱邱村，共136户560人。全村
耕地面积1142.5亩，主要以水稻、橡
胶、槟榔、冬季瓜菜种植为主，年人
均收入 4000 元。对于刚来到抱邱
村开展扶贫工作时的场景，省国土
资源厅派驻组成员桂一文仍记忆

犹新，“刚来的时候，村里没几条像
样的道路。车子开到田边，立刻陷
在泥巴里出不来，叫了几位村民帮
忙才推出来，推出来后大家都成了
泥人。”

为改变抱邱村的贫困面貌，真
正让村民走上致富道路，去年省国
土资源厅积极申请资金，对村里的
几条土路进行改造，并进行多次实
地调研，在全面摸清扶贫点贫困户
的致贫原因等情况后，立即开展对
该村土地整治项目的踏勘、立项入
库、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根据初步
设计成果，项目建设规模4117.8亩，
投资预算 2634.4 万元。目前，该厅
正在申请和筹措建设资金，计划今
年3月前启动实施抱邱村土地整治
项目。

“土地整治项目完成后，抱邱村的
田间灌排能力也会得到大幅提高，以
后村民就不用再担心靠天吃饭了。”桂
一文笑道。

此外，省国土资源厅还联合乐东
县国土资源局启动村文化广场、村民
活动中心、建设饮水工程和卫生设施
的踏勘设计工作，现已清理出6.1亩
的空地，正在新建村文化墙、公共卫生
间等，投资约131万元。

如今，看着宽敞结实的水泥路、干
净整洁的村庄，抱邱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符国新感慨万分：“今年的
春节，村里的‘年味’大有不同，这种喜
悦的氛围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村
民的笑容多了，致富奔小康、过上好日
子的信心也更足了！”

（本报抱由2月7日电）

乐东抱邱村30户贫困户全脱贫，将启动土地整治项目改善灌排能力

村民不用再担心靠天吃饭了
精准施策助脱贫

2月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鹅仔村委会新村，脱贫户黎道文抱着刚摘下的豇豆（长豆角），喜出望外。
“危房改造的新房快完工啦，小孩读书有补助，老婆也有固定的工资，卖完2亩地的豇豆，我又可以再去打零工。人勤就不会穷……”黎道文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脱贫户黎道文：

人勤就不会穷

文益龙准备去喂鹅。 本报记者 罗安明 摄

海口琼山区
去年2853人脱贫

一年来
该区共投入专项帮扶资金

6713万元

通过建档立卡、“一户一策”以及
实施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医疗帮扶、
就业帮扶、危房改造、社会兜底、技术
培训等精准措施

通过“能人带户、企业带村”的方
式，创新产业帮扶新模式

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

该区3个行政村（村委会）
整村推进的34个建设项目基本完工

已实现脱贫

2016年全区计划脱贫

2361人

通过帮扶

全区已有2853人实现脱贫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林颖）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琼
山区获悉，2016年该区脱贫攻坚成果
丰硕。琼山区去年共投入专项帮扶资
金6713万元，通过多项举措，让全区
2853名贫困户成功实现脱贫，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完成年度任务的
109%。

记者了解到，琼山区去年严格按
照《海口市琼山区“十三五”精准扶贫
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方案要求，
成立扶贫工作双组长制，通过层层签
订责任状，严格实行区镇村三级帮扶
联动运行机制，并组织452名机关领
导干部进村入户，精准部署、精准施
策抓好扶贫工作落实。

定安

下阶段打通扶贫工作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近日，
定安举行扶贫工作推进部署会，研究部署下一
阶段扶贫工作。

记者从会上获悉，针对下一阶段的扶贫工
作，定安将首先从认识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和信
息采集录入工作为切入点，结合目标任务和时
间节点，摸清扶贫对象的底数。

同时，该县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层层压实责
任，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对在扶贫工作中不作
为、乱作为，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截留、挤占、挪
用扶贫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坚决问责处理，真正
打通扶贫工作“最后一公里”。

此外，定安还将加大教育宣传力度，扭转贫
困群众等靠要思想，强化贫困户自身脱贫意识、
脱贫责任；并要求各职能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构
建行业扶贫、专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
扶贫格局。

屯昌

扶贫干部
下乡宣讲“新农合”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积钊）利用好
“新农合”政策，能帮助人们解决看病贵、看病难
问题。近日，屯昌县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现场特
色教学班在该县南吕镇郭石村开课，屯昌县农
合办的扶贫干部以淳朴乡音，为贫困户们细致
讲解了“新农合”政策的相关问题。

刚一开讲，屯昌县新农合办主任严泽桥
便向贫困户介绍了“新农合”政策中关于门诊
统筹补偿、住院补偿、慢性病补偿这三大重点
内容，并一一列出屯昌实行门诊补偿、住院补
偿的具体医院，以及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报
销比例。

“慢性病治疗耗时长，花费多，它的报销比
例是贫困户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现场，严泽
桥一口气列举了恶性肿瘤、系统性红斑狼疮、肝
硬化等25种慢性病病状，并分别详细讲解了此
类病状的报销比例和条件。

“这样讲政策的方式简单易懂，接地气！”
课程结束，村民们纷纷点赞，还自发留下展开
讨论。

琼中

鸭坡村贫困户
上完夜校还“补课”

本报讯（记者郭畅 通讯员毛景慧）晚上脱
贫电视夜校节目结束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湾岭镇鸭坡村贫困户热度不减，继续充电学
习。“今天我们邀请了琼中科协专家邓群青，为
大家讲授养蜂技术。”鸭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秦
家越说，据观察，每次夜校结束，立即巩固节目
所讲知识，效果最佳。这是日前记者在琼中看
到的一幕。

“选蜂蜜要选‘年轻蜜’……”邓群青用诙谐
幽默的方言形式，寓教于乐，获得在场贫困户阵
阵掌声。这场培训课一直讲到夜里11点，大家
还意犹未尽，不愿散去。

“我家现在养殖山鸡，但我对养蜂也很感
兴趣，养蜂更省心省力，多一门技术就多一条
出路。”鸭坡村委会石盘岭村贫困户许环畅
说。

据了解，自电视夜校开播后，鸭坡村借机会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知识竞赛、专家培训等课程，
不断加深贫困户对扶贫知识的理解。

儋州

扶贫专场招聘会
提供逾2万个岗位

本报那大2月7日电（记者梁振君 易宗
平 通讯员李珂）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就业局获
悉，儋州市2017年“春风行动”就业扶贫大型
招聘会将于2月9日上午9时在那大鼎尚时代
广场举办。本次招聘会共提供岗位超2.5万
个，以技能及文化要求较低的普工、服务类岗
位为主（超2.2万个），薪酬大多在3000-5000
元区间。

此次招聘会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就业
局）、儋州市政府主办。招聘会组织近百家企
业进场招聘，不仅有市内、省内用工企业，还联
合广东省海南务工人员服务协会、广东旦丁人
力资源有限公司组织珠三角区域40多家用工
企业进场招聘面试，符合条件的当场录用，由
儋州市就业局负责免费输送到珠三角用工企
业上岗就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新春伊始举办专场招聘会，旨在深入贯彻
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开展就业扶贫指示精
神，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扶贫工作的部署，进
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农村贫
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同时满足企业和各单
位用人需求。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村民符淑
梅正在热火朝天地收割小白菜。企
业收菜员刘勇像往常一样来到符淑
梅家的地头，“阿姐，看这一垅莲花白
长得这么好，今天也全都收了吧，明
天下午我再过来，把它们全都收走。”
指着田垅里已经成熟的莲花白，刘勇
热情地招呼着符淑梅。

考虑到水北村有种植蔬菜的传
统，但是行情不稳定让农民总是不敢
放开手脚种。去年11月底，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为定点扶贫村水北村带

来了包销蔬菜的合作企业，与17户
贫困户签订了蔬菜包销协议，自此，
村民们就开始卖力种植蔬菜，用符淑
梅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勤劳，种出来
的蔬菜就能换来钱。”

在村里的收购中心，水北村贫困
户韩志勇异常高兴地从三轮车上卸
下刚刚从地里摘回来的300多斤蔬
菜，青翠的辣椒用黄色尼龙袋装着，
整整齐齐靠在树边，鲜绿的青菜也放
在蔬菜筐里摞成一列。

韩志勇是村里签了包销蔬菜协
议的贫困户之一。自签协议后，家里
的撂荒地都种上了菜，韩志勇和老婆

两个人起早贪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
在7亩菜地上，从下种、蔬菜长苗到
打理、采摘，韩志勇都分外用心。自
去年12月份企业开始到村里直接收
购菜品，韩志勇已经先后供出5000多
斤的蔬菜，收入也达到5000元以上。

“这些蔬菜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也是我女儿的学费啊。”谈起三个女
儿，韩志勇就满脸骄傲，脸上止不住
的笑意。

“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是拉着
种出来的菜，自己到附近的村镇去
卖，经常卖不完不说，还耽误种菜的
时间。”韩志勇说，蔬菜行情的不稳

定，让他一直不敢大面积种，因为如
果卖不出去反而亏钱。

“现在有政府单位帮忙，我们可
以安心种菜了，不管蔬菜价格高低，
只要能种出菜就能换来钱。”韩志勇
说，有帮扶的包销企业，相信凭自己
的努力，一定可以很快脱贫，并早日
为女儿赚足学费。

据了解，自去年12月份起，与水
北村签协议的小菜一篮公司每两天一
趟地来村里收购成熟蔬菜，每次都收
购将近2000斤，这不仅让村民们燃起
了种菜的信心，也重新看到了脱贫的
希望。 （本报文城2月7日电）

在帮扶单位的牵线下，文昌水北村17户贫困户与企业签订了蔬菜包销协议：

现在可以安心种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