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市委、市政府将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和一把手工程，以最大的决心、最强的力度，层层立下军令状，全力推进扶
贫开发工作。去年，儋州投入近7亿元，为脱贫攻坚打下扎实基础，当年脱贫摘帽3654户，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儋州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去年共有1.7万余人摘掉贫困户帽子

立下愚公移山志 众志成城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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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飞巴村地处
偏远，经济发展落后，
村庄几十年没有什么
变化，特别是贫困户，
有的几代人住木石围
的简易房。”儋州市雅
星镇飞巴村党支部书
记谢学亮说，脱贫攻坚
一年，村里的变化比过
去几十年都大，新房建
起来了，道路硬化了，
村边绿化了，晚上有路
灯了，真正是翻天覆
地；“以前我们只种甘
蔗和橡胶，现在又多了
种桑养蚕和养鸡，收入
成倍增加，村里开大会
时，大家都说，感谢党
的好政策，使我们走上
小康路。” （周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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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雅星镇飞巴村曾经是当
地有名的穷乡僻壤，但经过一年的脱
贫攻坚，现在这里实现了华丽蝶变。

从海口到儋州市区那大镇有
137公里，从那大到雅星镇有38公
里，而从雅星镇到飞巴村还有17公
里远。从海口出发，驱车近三个小时
才到飞巴村，村口橡胶林下一排鸡舍
非常抢眼，但不见一只鸡，只有一个
农民在清扫。

“春节前我刚卖完鸡，收入共
8000多元，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清扫鸡舍的农民叫符启清，他是飞巴
村的贫困户，去年10月，雅星镇政府

出资2万元帮他在橡胶林里建成鸡
舍，并介绍他与温氏公司合作养殖
1700多只肉鸡。他说：“公司提供鸡
苗和饲料，并提供技术指导，鸡养3
个月后，公司统一回收，扣掉鸡苗、饲
料等费用，每只鸡可以赚5元左右。”

除养鸡收入大增外，去年，符启
清家住了40多年的老房拆了，由当
地政府扶持5万元，他又贷款5万元，
建起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房子。

符启清说，飞巴村地少人多，而
且缺水，土地只能种甘蔗、木薯等低
效作物以及橡胶，由于胶水价格近年
来持续低迷，他全家5口人，一年收

入只有1万多元，3个孩子读书都困
难。由于离城市远，打临工不容易，
只能守着地过穷日子。“现在，我学到
了养鸡技术，今年计划扩大规模，一
批养殖3000只，一年养3批可出栏
9000只，养鸡年收入就有4万多元。”
符启清说，因为养鸡收入有保障，加
上政府补贴利息，农信社才敢贷款给
他建新房。

走进飞巴村，平坦结实的水泥路
通向各家各户，一眼望去有几十户刚
建的新房，有的已贴上对联，有的在
安装门窗。

飞巴村党支部书记谢学亮说，飞

巴村民小组共79户，其中40户是贫
困户。去年以来，在政府扶持下，贫困
户有的种桑养蚕、有的养殖肉鸡，收入
大幅增加；在政府扶持下，39户贫困
户已建成新房搬出危房，还有1户修
缮了旧房；此外，政府还投入450万
元，给村子硬化、绿化、亮化、美化，昔
日偏远的山村终于摘掉“穷帽子”。

据了解，去年儋州市共有3654
户17088人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他
们很多人都像符启清一样，虽然还住
在偏远的地方，但已经摆脱多年的贫
穷，告别了居住多年的危房，有了能
够持续增收的产业。

精准发力 僻壤小村华丽蝶变

脱贫攻坚 层层立下军令状

去年以来，在儋州最核心的、最
紧迫的任务就是脱贫攻坚。

儋州市委、市政府将脱贫攻坚提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以来，儋
州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平均每天有1
名同志下村指导脱贫攻坚；先后召开
25次市委常委会议、19次市政府常务
会议、7次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扩大）会
议、6次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儋州层层立

下军令状，建立“四级包干”责任制度：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包片包镇包村
包户、市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包镇包村
包户、部门领导包村包户、一般干部包
户；一包三年，换人不换户，不脱贫不脱
钩。精准扶贫，不仅落实到每个扶贫
对象，而且落实到每个具体的责任人。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儋州大胆创
新。过去一年，儋州市紧扣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精准扶贫”战略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三年攻坚脱贫，两年巩固提升”
目标要求，结合儋州实际，创新思路、创
新举措、创新机制，制定出《儋州市农村
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儋州市脱贫
攻坚工作方案》等相关政策文件，实施
产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帮扶措
施，并出台32项扶贫新政策进行顶层
设计，从制度上保证脱贫攻坚。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儋州敢于真
金白银投入。贫困户发展产业，每户

扶持2万元；贫困户拆危房建新房，
每户补贴5万元；贫困户子女读大学
每生每月补助500元……据统计，去
年儋州全市脱贫攻坚共投入资金6.99
亿元，并出台多项措施确保每一分钱
都用到脱贫攻坚上。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为解决贫困户发展脱贫项目资
金受制约的问题，儋州市在全省率先
成立扶贫担保公司，截至目前已经为
778户贫困户提供贷款担保服务。

打赢首战 超额完成省定脱贫目标

2015年底2016年初，省扶贫开发
进村入户调查组确认，儋州全省贫困
户人口为12267户56762人。经过一
年的攻坚努力，截至2016年12月20
日，儋州全市符合脱贫条件的有3654
户17088人，完成省下达计划任务的

101.1%。经对建档立卡贫困村进行
抽样调查和初步测算，预计2016年儋
州市贫困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可达16%，比全市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6.2个百
分点。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儋州市超额完成省定年度脱贫攻坚
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
基础。

儋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儋州是
全省贫困人口较多的市县，面临的脱

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全市上下将始
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的统一部署，以务实、苦干、担当的
作风，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确
保全市贫困人口与全国人民一道进
入全面小康社会。 （周月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脱贫
攻坚，关键是帮助贫困户有自我发展
持续增收的能力。儋州市为使贫困
户增收有保障并可持续发展，着力推
动产业扶贫，并创新思路，探索多种
模式，从机制上保证贫困户脱贫。

儋州市海头镇珠江村贫困户陈
程章以前靠种地为生，收入微薄。从
去年9月份开始，他成为当地加乐养
殖场股东，并到养殖场上班，不仅可
以分红，而且有工资，走上脱贫致富
小康路。

陈程章脱贫，得益于儋州创新资
产托管托养的脱贫新模式：贫困户利
用扶贫政策，通过政策担保贷款和扶
贫资金，购买生产物资，折股给自己

信得过、信誉好、有潜力的专业合作
社统一经营管理，增值所得按股份分
红；同时，合作社安排部分入社贫困
户工作。目前，此种模式在儋州已带
动317户1567人脱贫。

实施脱贫攻坚一年来，儋州探索
多种行之有效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如：
海南铁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
在3年内，负责提供各种花卉种苗
630万株给儋州贫困户种植，带动
5000人脱贫致富。产品收成后，若
市场价超出保底价，超出部分由农户
与该公司按6：4比例分成；若市场价
低于保底价，公司则以保底价回收产
品。又如多年扎根儋州的海南温氏
公司，为贫困户提供鸡苗、饲料和技

术指导，并回收商品鸡。去年仅在雅
星镇就投放 20 多万只鸡苗，带动
200多贫困户发展养鸡产业，鸡苗成
活率高达98%。据测算，一年可养
鸡3批，每户贫困户每年可增收约
1.5万元。

为促动更多龙头企业参与扶
贫工作，儋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一
系列优惠举措，支持涉农经济实体
在儋州投资兴业，创造出“政府+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去年
以来，上谷、铁汉、牧春、温氏、永基
等多家龙头企业进驻儋州，带动贫
困户发展桑蚕、花卉、菌草和牲畜
养殖等种养产业，共带动贫困户
1268户5641人。 （周月光）

创新扶贫方式，使贫困户增收有保障并可持续发展

儋州产业扶贫新招多

扶贫先扶智

儋州实施10大
教育扶贫政策：

专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生
的政策

1、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在校生发放生活补助，从2016
年1月开始发放，一年补助10个
月。补助标准：学前教育 100
元/生/月，小学生240元/生/月，
初中生290元/生/月，高中生（含
中职）300元/生/月，大学生（含
高职）500元/生/月。

2、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建档
立卡贫困户子女，从2016年秋
季学期开始免学杂费。

3、“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
学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考上
大学本科，一次性补助5000元。

4、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
市第一中学、儋州市第二中学、
儋州市八一中学、儋州市思源高
级中学、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每年
安排一定数量的计划向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定向招生。

针对所有学生（含建档立卡
贫困生）的政策

5、学前教育阶段学生，实行
“学前教育适龄孤儿、残疾幼儿
及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生活费补
助”，标准750元/生/年，分春季、
秋季两个学期发放，每个学期发
放375元。

6、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
“两免一补”，即免学费、免课本
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7、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贫困
学生，每生每年可享受不少于
2500元标准的国家助学金。按照
国家政策，30%的普通高中贫困
学生可以享受此政策。

8、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
学杂费全免。标准：5600元/生/
年。按每生每年不少于2000元
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15%
的中职一年级、二年级学生可以
享受此政策，中职三年级学生不
享受。

9、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按照
政策每生每年可以申请 5000
元、8000元、12000元的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

10、“雨露计划”补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子女接受中、高等职
业教育在校学习期间，享受扶贫
助学补助，每生每年3500元。

（周月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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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的好政策”

儋州市雅星镇飞巴村旧貌换了新颜。 舒晓 摄

儋州金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东
坡雁养殖基地通过公司+农户模式，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舒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