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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部的白沙黎族自治县，是镶嵌在海南的一颗绿宝石。近年来，高举“生态立县 绿色崛起”的发展大旗，白沙
正逐渐突破地理空间所带来的限制，摸索出一条以生态为核心、以民生为根基、以电商为突破的特色发展路子。

抓住生态立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大机遇，白沙正着力实施“三地两区”发展战略，全面加快美丽白沙建设。今
起，本报将每月推出一期《白沙新视野》，展现白沙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新面貌，拓宽白沙绿色崛起新视野，敬请关注！

白沙新视野 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傅人意 美编：陈海冰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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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咱们村里的毛薯销路不好，县里
的电商搞得红红火火，能帮帮忙吗？”
最近，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营盘村
党支部书记符文刚有些烦恼，但令他
没想到的是，简单的一通电话，就解决
了困扰村民的难题。

分拣、去土、称重、打包、装车，简
单的几个步骤，营盘村3万斤的新鲜
毛薯，就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
地。“这就是电商的作用与魅力。”白沙
电商服务机构负责人万龙笑道。

而经过一年的迅速发展，白沙电
商不仅在网络销售线上交易额突破
4000万元，交易订单超越17.5万单，
交易人次超过4.1万人次，县域电商
指数也迅速上升到全省第九位，并被

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家扶贫办列为“全
国农村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县”，成为群
众信得过、发展带得动、效果看得到的
经济发展新引擎。

布局精准扶贫战略

2017年开年，白沙就将县政府一
号文件聚焦到了精准扶贫，《白沙黎族
自治县电商精准扶贫三年攻坚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2017年将通
过建设电商精准扶贫运营中心、农特
产品电商直供基地、农村电子商务继
续教育基地和提高光纤覆盖率等重要
措施，帮助贫困村开展产业规划、品牌
建设、网店开发、人才培训、组织保障
等五大体系的服务。

而电商惠及的远不止营盘村。细

水乡马一村村民甘美桃开起网店，1月
至今已实现近6万元销售额，让村里贫
困户的农产品走出深山；元门乡向民
村的褔才地瓜主动“触网”，远销黑龙
江等地。“助力农产品多渠道上行，我
们提供的不仅是销路，还有平台。”白
沙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让农户、贫困
户享受到电商便利的同时，也要让他们
在微信、微店等移动平台主动出击，真
正融入电商发展，享受发展红利。

打下了电商发展的群众基础，白
沙正用电商精准扶贫机制，为每个整
村推进村庄打造一个主导产业、一个
主导农产品品牌、一个农村电商服务
站、一个电商创业团队、一套电商培训
体系、一批网店经营者的“六个一”发
展局面，为电商发展“强筋壮骨”。

此外，白沙在电商精准扶贫基础

上，今年还将在细水乡、青松乡、打安
镇打造电商示范乡镇，引入大企业，集
中南药与橡胶两个产业，摒弃以往环
节繁多的交易方式，升级产业结构。
对于白沙来说，这也铺开了电商发展
的全域蓝图。

构建白沙大数据库

“在看似简单的农产品电商交易
里，实则蕴含着更珍贵的大数据。”白
沙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电商
平台，白沙能够轻松搜集到全县的农
产品交易数据，从而助推农业发展。

如果说电商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那么“大数据”就是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借助大数据，可对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农业发展等进行建模分析，

为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而为加强
对电商的数据化管理，白沙去年便借
助阿里巴巴集团的“智慧县域”平台，
构建了白沙大数据库，拓宽电商行业
调研数据的广度和深度。

“在白沙，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交
易平台，如今已成为了农村金融发展
和品牌化战略的基础。”白沙电商办负
责人说，目前白沙销售的农产品，都贴
上了“白沙农产品”的商标，借助电商
东风挥起了品牌大旗。而电商收集的
大数据，则将在未来成为农村金融发
展的重要参照。

2017年，白沙将以电商精准扶贫、
电商大数据、创建移动支付县域三大战
略为统领，政策资金聚焦发力，让我
省中部崛起的“白沙电商”继续助推县
域经济发展。（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牙加
村拉什村民小组的橡胶林旁，两间瓦
房、一排猪栏、几间鸡舍，是村民陈兰
妹的家，1000多只散养的山鸡，让她

“养”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
在拉什村，陈兰妹是大家公认的

“女汉子”，尽管丈夫身体不好，但生
活没有压垮这个49岁的农妇。从贫
困户一步步做到养殖大户，村民都
说：“妇女也能撑起脱贫半边天。”

“丈夫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
里也没有土地。要不是弟弟的两亩
田，家里根本没有稳定收入。”陈兰妹
说，2014年自己就被纳入了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因为同为贫困户的弟弟
身患重疾，才将就着种些甘蔗、橡胶
糊口，即便是儿子外出务工补贴些家
用，生活依然是举步维艰。

“2015年政府送来山鸡苗，我养
了200只山鸡，由于没经验、没技术，
死了不少，几乎没有利润。”陈兰妹坦

言，看到有的村民一边养一边吃，她
也曾有过类似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坚
持了下来了。

自己养的鸡没利润，她又主动接
过了弟弟手上的鸡苗，吸取教训、虚
心请教，慢慢摸索出的方法让她在
2015年底靠养山鸡赚了1万多元。
也是这笔收入，让她得到了当地山水
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符南藤的青睐，
说服她加入合作社共同致富。

“加入合作社就不是两三百只的
规模啦，上千只山鸡，不仅自己能致富，
还能带着其他人脱贫。”陈兰妹笑道。

2016年，随着我省精准扶贫措
施的落地，陈兰妹得到了政府送来的
2000只山鸡苗，正式成为养鸡专业
户。而随着合作社社员分担了部分
工作，陈兰妹还自己搞起了肉猪养
殖：“虽然辛苦一点，但收入上去了，
日子过得也甜。”

靠着山鸡和肉猪带来的收入，陈
兰妹在去年底主动退出了贫困户，但
在她心里，脱掉“穷”帽只是第一步，

她还想致富奔小康。
如今，在政府帮扶和辛勤劳动

下，陈兰妹有了自己的山鸡产业和
养猪产业，加上合作社分成和甘蔗、
橡胶收入，一家三口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今年村里还要建设美丽乡村，

房子都建好了，就差装修，还要加把
劲哩。”陈兰妹的话里，充满了对未来
生活的期待。（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白沙脱贫户陈兰妹：

“女汉子”勤养山鸡摘穷帽

白沙拉什村村民陈兰妹在政府的帮扶和自己的努力下，通过养山鸡实现
脱贫。 (白沙宣传部供图)

推进电商精准扶贫、大数据打造智慧县城、创建移动支付县域

白沙铺开电商发展全域蓝图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还有几个月，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中心学校的六年级学生符文溪就要
顺利地升上初中了，在他看来，将开启
一段崭新的学习生活。但就在去年，
他还是同学和老师眼中时常旷课、逃
学的“问题学生”。

符文溪的转变，得益于校长李彬
对他进行的一次次家访与谈心。

“孩子都是一块块璞玉，出现各种
问题，是没有经过好好雕琢。”李彬说，
在教育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工作中，他
将符文溪确定为自己的帮扶对象之
一，不但在学习、生活上给予帮助，还
针对他厌学、逃学的现象，制定出了相
应的转化工作方法。

利用到村入户开展教育精准扶贫
工作的机会，李彬常与符文溪及其家
人交心谈心，而像家人一样的关怀，也
慢慢温暖了孩子的心。

如今，符文溪不但重新融入了校
园生活，与同学们和睦相处，还常常热
心助人。学习上取得进步的同时，他
的绘画天赋也慢慢展现，就在前不久
的校园文艺比拼里，符文溪的画还获
得了好名次。

“绝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而辍学。”是
白沙开展教育扶贫的核心理念。而在牙
叉中心学校的“师生结对子帮扶”的启发
下，白沙摸清了全县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名单，建立了全县中小学、幼儿
园范围的学生成长关爱体系，借助“帮扶
责任人”的模式，安排学校老师“一对
一”或“一对多”地帮扶本校家庭贫困学
生，及时跟踪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学
习生活、受资助等情况，帮助学生解决
困难，促进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成长成才，截至2016年底，参与的
教师已有 2200 人，帮扶贫困学生
6123人。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白沙建立扶贫关爱体系，
用行动帮扶贫困学生

扶贫扶进心里
温暖送到心上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王伟）地处中西部山区的白沙黎族自治县，
一直存在道路等级低、路况差、通行能力低等问
题。记者近日从白沙交通部门获悉，白沙公路
什邦线G361国道改建工程将争取于今年底或
明年初动工，预计2020年4月通车，将改善白
沙交通现状。

据悉，白沙公路什邦线目前已由原S310省
道提升为G361国道，起点为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什运乡海榆中线，终点为白沙邦溪镇海榆
西线，全程92公里，涉及元门、牙叉、打安、光
雅、七坊、邦溪等乡镇及白沙农场、龙江农场、邦
溪农场等地区。

投资16亿元的G361国道建成后，不仅路
面扩宽、拉直急弯，同时还将打通九架岭隧道，
将里程缩短为85公里左右，大幅提升通行能
力，有效带动白沙全域旅游和经济发展。

白沙黎族自治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九架岭路段急弯多且陡，向来是白沙公路发展
的瓶颈，G361改建工程将打通九架岭隧道，并
新建镇、乡城区沿线路段，避开牙叉、打安、光
雅、七坊等四个城区。改建后路面将由10-12
米扩宽至16米，同时采取分段设计时速，改建
后的最高限速也将由60公里/小时提升至80
公里/小时。

此外，白沙元门乡至琼中什运乡路段因涉
及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的需要，将在保持路面
10-12米不变基础上适当拉直急弯，将对生态
的影响降至最低。

G361国道改建完成后，将承担我省东西
线联系的重要区域性干线公路，同时也是生态
旅游业发展的廊道。因此白沙在改建过程中将
紧扣“一路美丽到白沙”的发展理念，将现有周
边优美自然风光适当引入道路绿化景观中，同
时建设游客服务中心、驿站、观景台、休憩站等
旅游配套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白沙-儋州高速公路也已
被列入《海南省“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新增的白儋高速设计全长约40公里，
将成为白沙第一条高速道路，建成后将实现白
沙与儋州、横线高速公路以及我省高速公路网
络的快速连接，结束白沙无高速的历史。

白沙什邦线国道
改建工程力争年底开工
投资16亿元，预计2020年4月通车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记者刘笑非 特
约记者王伟）记者从白沙黎族自治县水务局获
悉，随着城镇用水量的不断增加，白沙目前的
供水范围仅为31655人，仍有超2万人存在饮
水困难问题。为进一步满足城镇生产、生活用
水的需求，白沙对该县自来水厂进行改造扩
建，预计今年9月建成后，将解决超5万人的
饮用水需求。

在元门乡新兴水源取水点，扩建改造取水
泵房，取水管道等工程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据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县自来水厂目前
现有供水规模为每日1万立方米，而本次改扩
建工程完工后，供水将顺利实现翻倍，达到每日
2万立方米。

据了解，自来水供水改扩建工程于去年9
月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为5169.30万元，目前
工程已完成清水池、絮凝沉淀池、回收池主体建
设，虹吸滤池主体工程和厂区综合管线工程均
已完成50%。厂区工程总体进度达到65%，取
水头部工程已完成泵房基础结构及部分墙体浇
筑，输水管道工程现正在进行征地工作。

白沙自来水厂改扩建
预计9月完成
供水能力翻倍，保障5万人饮水需求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记者刘笑非 特
约记者王伟）今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正式
与小二租车签署《新能源汽车应用及推广战
略合作协议》，成为我省新能源汽车（小二租
车）第一批签约落地的市县。政企双方将在
联合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政府公务用车改革、新能源汽车分时
租赁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打造线上、线下
新能源汽车一体化运营的智能、绿色出行服
务平台，共建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县，造福白
沙居民和游客。

相较传统租车模式，小二租车的“分时租
赁”具有明显优势，通过手机完成下单、找车、续
租、还车的操作，能让用户轻松上手。小二租车
将配合白沙就新能源汽车推广、配套充电设施
建设、公务用车改革、分时租赁应用等进行合
作。为此，白沙将在公共场地资源、政策性指
导、行政性扶持等方面提供协助，并力争在“十
三五”期间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500台，建设配
套充电设施106个。

作为生态核心区的白沙，一直以来都秉承
“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借助新能源汽车的推
广，白沙旨在实现交通工具的高效运作，发挥共
享经济优势，缓解交通压力、提高出行质量、改
善城市环境，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倡导低碳出
行，呵护青山绿水。

助力生态核心区绿色发展

小二租车“开进”白沙

白沙绿茶园里采茶忙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王伟）“咱们村子有了
商标，卖出去的农产品就有‘身份’
了！”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从保护地
方特色文化、提高农业品牌竞争力及
知名度入手，为南班村、大米村等22
个整村推进贫困村设计注册村标（左
图为村标之一，白沙宣传部供图），助
力当地农特产品走出深山。

这 22 个贫困村村标设计，不

仅在汉字基础上融合民族风情，
还将黎锦等 文 化 元 素 进 行 创 造
性改编，让每个村标犹如一幅幅
美 丽 的 黎 锦 ，展 现 浓 厚 的 本 土
文化。

据悉，白沙为贫困村设计村标，
不仅旨在打造品牌，同时也有助于树
立新形象。目前白沙22个贫困村已
经有13个村发展电商，农户开设网
店118个。自上个月开始通过农户

网店铺开的毛薯、地瓜销售则已超6
万斤、销售总额超20万元，有效帮助
农民实现增收。

本月24日，白沙还成立全省首
个电商精准扶贫运营中心，将为这
22 个贫困村同步提供电商扶贫服
务，而村标设计的出炉，则为日后农
产品商标的注册使用奠定基础，将助
力白沙农产品以崭新形象走出深山，
迎接更广阔的市场。

白沙助力农产品走出深山

22个整村推进贫困村有了村标

农户在白沙绿茶茶园里采茶。白沙绿茶作为传统农业品牌，一直是白沙的优势产业。今年春茶不仅销售火爆，还搭上
电子商务快车，帮助白沙电商实现了境外销售第一单。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白沙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