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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助脱贫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 梁崇平 通讯员 陈德道

“今年我们家要养更多鹅，等我病
全好了，还要出去打工，把日子过得越
来越好。”7日下午，当记者来到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爱群村委会儒雅村
时，刚搬进新居不久的脱贫户俞诗长
一家正围坐在电视机前，满怀憧憬地
聊着新年的计划和打算。

说起2年前因病致贫的生活，今
年44岁的俞诗长至今还心有余悸：

“那时候真的感觉走投无路了，天像塌
下来一样。”他告诉记者，自己患病前
一直在海口周边的村镇做木工，家里
的妻子下地种菜，还有着正在上学的
孩子，生活虽不宽裕，但整个家庭温馨
幸福。可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改变了
自己，也改变了这个家。

“当时我吃完早饭正在干活，突然
间觉得胃钻心地痛。”俞诗长回忆说，
一开始想着不耽误工作，忍一忍就算
了，就没有及时去医院治疗诊断，但没
过多久，病情的恶化就超过了俞诗长
一家的想象，不仅无法正常工作，便血
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经过医院诊
断，被确诊为胃窦溃疡和十二指肠球

炎，需要长时间治疗调养，不能干体力
活，还需要妻子在身旁一直照顾。

本就清贫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
主要的经济来源，还加上了不菲治疗
费的负担，俞诗长之前打工的积蓄很
快就见了底，全家走进了无钱治病
——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的
恶性循环。“那时，每一天都过得很煎
熬，家里没有一丁点生气。”俞诗长苦
涩地说道。

群众的困难一直是党委、政府最
大的牵挂，俞诗长一家很快被纳入了
精准扶贫的范围，扶贫工作人员多次
到他家走访了解情况，与他商榷精准
的脱贫计划，并根据致贫原因，为他提

供了18000元的医疗救助和5650元
的教育帮扶，确保疾病得到救治、孩子
顺利入学，俞诗长心里那块沉甸甸的
大石终于落了地。接着工作人员还上
门送来了122只鹅苗和饲料，指导俞
诗长发展养殖，尽快致富。

“我们了解到俞诗长过去有养殖
方面的经验，再加上鹅苗的饲养不用
花费太多的精力，适合他的身体状况，
收益也比较显著，就选择了养殖业对
他进行帮扶。”村级帮扶责任人欧琼江
向记者介绍道。

“政府制定的帮扶计划很贴心，是
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让我们一家
又看到了希望。”俞诗长动情地说。

经过俞诗长几个月放养加饲料喂
养的精心照料，122只鹅苗很快长成
了每只足有七八斤重的大白鹅，一经
上市就供不应求，为他带来了2万多
元的收入。好事接踵而至，之前全家
人一直挤住的15平方米的漏雨老屋，
经过危房改造已是一栋75平方米的
新楼房，再不用打地铺睡地板、时时担
心刮风下雨的天气……幸福的温度正
在这个五口之家快速升温。

据了解，俞诗长一家的变化仅是
海口市美兰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
个缩影。下一步，美兰区还将不断巩
固扶贫帮困成果，确保精准有效脱贫。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医疗教育帮扶解后顾之忧 养鹅走出脱贫路 全家搬进新楼房

海口脱贫户俞诗长迎来幸福希望年
今晚播出第21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为农户种植冬季瓜菜
传技术授方法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陈卓斌）第2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
于2月9日晚上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及三沙卫
视20时30分进行播出。本期节目将邀请海南
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日杰、总管成
荣洲等行业专家，前往田间地头为农户种植冬
季瓜菜传技术、授方法。

据了解，本期夜校将课堂“搬”到昌江黎族
自治县乌烈镇的白石村和峨港村，由专家在现
场根据辣椒等作物的生长情况，为着急的农户
指出种植问题、传授技术要点、提出应对方案。
此外，本期夜校的《乡间小课堂》还将走进昌江
的冬季瓜菜种植基地，以现场提问、解答等方
式，围绕分析易生病虫害、如何有效防治等内
容，为农户们开展冬季瓜菜的种植技术教学，助
力大家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
务热线也将继续开放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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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还会继续公
布最新最热门的脱贫致富信息，有想找工作、收
购求购农产品、参加种植、养殖技术培训班等需
求的群众可多加留意。

2月7日，儋州市雅星镇飞巴村旧貌换了新颜。
据介绍，有79户人家的飞巴村其中就有40户贫困户。自从去年开展扶贫攻坚工作以来，雅星镇政府引进企业，扶持贫

困户大力发展养鸡、种桑养蚕项目，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目前，该村已有39户贫困户建起新房，一户翻新了旧房。镇政府
还先后投入450万元帮助村庄实现了道路硬化、美化、亮化、绿化。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贫困户建起了新房，道路得到硬化美化亮化绿化

儋州飞巴村之变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刘彬宇

2月8日清晨，临高县临城镇西
田村村民邓吕松和家人正在自家的
田里忙着采摘成熟的圣女果，一颗
颗鲜红、饱满的果实逐渐装满果篮。

“目前收购价每市斤3.5元，产量
也不错，预计每亩可达7000斤左右，
第一年种，就有得赚！”在挂满果子的
圣女果植株间穿梭，邓吕松边采摘边
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这是临高县委县政府为加快实

施精准扶贫、发展高效特色产业而
引进的高效农业种植项目之一。项
目以“政府+公司+信用社+农户”的
模式运营，由海南星伟农业有限公
司提供种苗和负责种植技术指导，
并以每市斤 2 元的保底价承诺收
购，首期种植 200 多亩，每亩约
1200株左右，现已全部进入采摘收
获的季节。

“有政府号召和扶持，有公司派
技术员指导，并有公司收购保底价，
我们就安心种，不怕！”邓吕松说，以

前没有积极性主要是因为缺技术，又
担心市场风险，他种了7亩，今天第
三次摘果，收入已有上万元，估计整
个采摘季下来还能再赚几万元。

在西田村圣女果收购点记者看
到，像邓吕松一样的种植户，已陆
续用三轮车拉着圣女果前来售卖，
一筐筐艳红的果子摆在空地上，工
作人员按个头大小分拣过称、打包
后，随即将整箱整箱的果子搬上长
途货运卡车，发往北京、浙江嘉兴
等地。

收购商李新中告诉记者，临高基
地种植的圣女果品种叫“纤喜”，市场
认可度较好，销路不愁，因此价格好，
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也高。

海南星伟农业发展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由于圣女果市场前景
良好，临高县委县政府对产业扶持
的力度也大，今年，该公司计划在
全县 300 多亩圣女果的基础上继
续扩大种植规模，计划种植面积达
5000亩。

（本报临城2月8日电）

临高：“政府+公司+信用社+农户”模式建圣女果基地

扶贫产业结硕果 农户采摘笑容甜

琼中群生养蜂合作社社员喜得首笔分红

让贫困户圆了“甜蜜梦”

本报营根2月8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陈泽汝）“我们拿到了2017年的第一笔分红！”
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金屏村群生
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蒋善海把首笔分红
发放到社员们手中，数着一张张百元钞票，大家
喜笑颜开。

据了解，成立仅8个月的群生养蜂农民专业
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累计
销售蜂蜜3000斤，盈利12万元。“合作社成立之
初，我们贷款7万元买回200箱蜂种，现在已还
清贷款，剩余的5万块钱，作为‘红利’平均分给
了10户社员，其中3户是贫困户。”蒋善海说。

走合作经营之路，可以大幅度降低个人生
产成本，扩大销售规模，提高养殖技术，形成“产
销一条龙”产业链。“下一步，合作社将带动20
户贫困户入社发展，圆大家的‘甜蜜梦’。”蒋善
海说。

琼海

今年将投资7.9亿元
建设交通扶贫六大工程

本报嘉积2月8日电（记者刘梦
晓）琼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今日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2017年琼海将继续坚持因人因地施
策，深入开展特色产业扶贫等精准脱贫
措施，提高脱贫实效，确保不出现返贫
现象，巩固率达到100%。另外，还将
投资7.9亿元建设交通扶贫六大工程。

据了解，琼海将按照“一年脱贫攻
坚、四年巩固提升”的总要求，继续强
化脱贫攻坚责任制，建立健全巩固脱
贫长效机制。继续做好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的组织保障工作，加大扶贫资金
统筹整合力度，确保资金使用及时、规
范、安全、有效。

陵水部署今年脱贫攻坚工作

计划减贫14219人

本报讯（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符宗瀚）近
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获悉，今年该县
将通过落实部门目标责任，计划帮助14219人
减贫，从而推进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据悉，陵水2017年计划减贫14219人，其
中贫困人口8104人（含垦区118人），巩固提升
脱贫人口6115人，本号镇亚欠村、亚上村、本号
村、军昌村等9个贫困村全村脱贫，并通过统筹
安排帮扶单位，实现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

同时，该县围绕减贫目标，通过落实部门目
标责任，确保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进。

卫生健康方面，陵水将为全县建档立卡人
口全部建立贫困人口健康档案，对贫困人口患
大病实行分类救治和先诊疗后付费的结算机
制，降低贫困家庭医疗费用负担，解决患者大病
救助报销难。

陵水将通过全面排查贫困家庭适龄入学义
务教育的子女，确保不辍学一人，并对贫困家庭
学生实施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资助。

此外，该县将积极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的发展，通过与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的现代农业扶贫项目落地、实施光伏扶贫
工程、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等，引进有实力、
有品牌的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带动贫困
户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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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精准扶贫机制

定安去年4个贫困村
摘帽退出

本报定城2月8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记者今日从定安县政府获悉，该县2016
年已有2560户10641人脱贫，完成省下达任务
（9268人）的114.8%，并完成莲堆、大里、田堆、
红花岭共4个贫困村的摘帽退出工作。

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定安出台系列文件，
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从规划资金、措施、产业以
及督查、考核等方面指导和督促脱贫攻坚工作
的开展。同时，该县县直机关、各镇政府及企事
业117个单位与26位县四套班子领导共2879
位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帮助贫困户解决生活
生产难题。此外，各单位统筹各方面帮扶资金
1.2亿元，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

据了解，定安将在2017年通过引导贫困户
发展富硒大米、定安黑猪等特色农业，建设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电子商务等多项举措进一步推
进攻坚扶贫工作。

本报万城2月 8日电 （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黄良策 通讯员卢裕元
陈琳瑜）“要不是有扶贫政策，我这条
命早就没了！”在万宁市大茂镇红庄
村，谈起扶贫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
帮扶，贫困户郑秋山感受最为深
刻。在刚过去的2016年里，红庄村
的贫困户领取了3万元或5万元的
住房扶贫资金，建起了新住房，因病
致贫的农户得到了大病救助政策优
惠，肩上沉重的担子卸了下来，基本
实现全面脱贫。

前些年，妻子重病去世，上有卧
病在床的老母亲，下有一个患抑郁
症的儿子，沉重的生活将郑秋山压

得喘不过气来。屋漏偏逢连夜雨，
郑秋山又突患鼻癌，长年的病痛、高
昂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债台高
筑，不堪重负。这时，精准扶贫的东
风吹到了郑秋山家里，医疗补助、外
出务工补贴、羊苗送到家……一个
个帮扶政策为郑秋山拨开了笼罩在
头上的乌云。“要不是有扶贫政策，
有干部和村民的帮助，我这条命早
就没了。”郑秋山谈起病重时期的艰
难不禁热泪盈眶。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贫困户的生
产生活。三角梅种植基地里，一朵朵
花儿迎风开放，娇艳欲滴；干净整洁
的村庄里，一条条宽敞笔直的道路将

新农村风貌映入眼帘：楼房新立，鲜
花丛生，绿水环绕，青砖红瓦的凉亭
伫立其中。

一年多前的红庄村并不是这个
样子。位于大茂镇东部的红庄村可
供种植的土地少，村民主要靠冬种
瓜菜和鸡鸭鹅养殖收入为主，但难
以形成规模，留在村里的大都是中
老年人。

借着万宁全市正开展交通基础
设施扶贫的“东风”，村内道路硬化不
断推进；村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庄环境发生
了巨大改变。新修的水利渠流水潺
潺，浇灌着作物的茁壮生长，也浇开

了群众心头的喜悦。
在占地55亩的三角梅种植基地

内，2万多株三角梅花苗迎风怒放，惹
人喜爱。红庄村委会主任郭奇文告
诉记者，该种植基地是采取“企业+贫
困户”的模式对贫困户进行特色产业
扶贫，建立初期，万宁市委市政府资
助村里的贫困户一万株花苗，放在种
植基地进行种植。目前共有四名贫
困户在此务工，每月工资2500元，三
角梅苗卖出后还能拿到分红。

红庄村里发生的一个个变化，村
民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红红火火
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迎着微醺的
凉风，凉亭里的村民喜笑颜开。

扶贫政策给万宁红庄村带来众多变化，脱贫户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红红火火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本版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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