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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儋州东坡雅居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东坡雅居公司”）现拟将东坡雅居公司名下的
一宗土地开发房地产项目，诚邀有实力的企业
合作开发。

一、项目土地情况

项目土地位于儋州市国盛路北侧，面积约
627亩，地上在建工程约4万m2。土地性质为
国有出让地，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主要
规划指标:容积率≤1.3；建筑密度≤25%；绿化率
≥40；建筑限高≤36米。

二、项目合作模式

东坡雅居公司以项目土地现状投入，与合
作方以东坡雅居公司名义合作开发建设，合作
方负责项目后续开发资金和运营管理，双方按
照项目税后利润进行分成。

三、报名及查阅资料

如有合作意向，请向东坡雅居公司递交报

名资料：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证明书原
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资料均
须加盖单位公章）。

东坡雅居公司备查的文件有：招商合作情
况说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
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
证等。

四、递交合作意向文件

合作意向方向东坡雅居公司递交合作意
向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整体开发思
路；合作方式（含资金来源、合作分成比例及提
取方式、甲乙方权利义务等）；财务分析（含成
本测算，销售分析，财务测算，收益分配测算
等）；项目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其他有利于项
目合作的资料。

五、报名及递交材料时间及地址

报名及查阅资料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5
月22日(上班时间)；递交合作意向文件的截止
时间为2017年5月27日上午11:00。

海口报名地址：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大酒
店副楼 4 楼。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苏小姐
13976478797。

儋州报名地址：儋州市国盛路阳光棕榈小
区 B602 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谢先生
13036069999、夏小姐13876585816。

六、其他事项

1.东坡雅居公司有权对参与报名单位进行
审查，择优选取意向方进一步洽商。

2.相关合作事项的解释权归东坡雅居公司
负责。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合作，意向方洽商期
间产生的相关费用东坡雅居公司不承担。

3.有关合作事宜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文本
为准。

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招商公告

■ 田珊檑

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到
阜龙乡可任村，记者惊喜地发现，一路
都是坚实平坦的水泥路，畅通无阻；入
村后，一片片整齐的橡胶林、一丛丛郁
葱的“益智”，延展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村容整洁，几乎每个村小组都配备灯光
篮球场、文化小广场；膘肥体壮的黑山
羊满山遍野地小跑“健身”……这些都
和笔者预想的贫困村有很大的区别。

就在一年多以前，可任村不少村
小组还只有烂泥路，环境卫生欠佳，缺
少污水处理设施，一些村民饮水困难，
同时，村里产业结构单一，大多村民仅
靠橡胶维持生活。可任村何以在这么
短时间内实现“华丽转身”？这得益于
白沙县“全城扶贫”模式。从政府到企
业，从致富带头人、先进模范到贫困
户，每个人都是脱贫攻坚路上的“奋楫
者”，奏响了精准扶贫的“交响曲”。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实践
证明，脱贫攻坚的路上，无论是政府，
还是贫困户，“单打独斗”难有长效。
贫穷就像一盘深扎进农村土壤的老树
根，仅靠农民自身的努力难以挖净，单
靠政府的输血救济也只是解决燃眉之
急，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落
后面貌。精准扶贫既需要合作、共享，
也需要相互扶持。正如“一花独放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政府的资
助与引导下，资金雄厚的企业、技术过
硬的养殖大户带动贫困户一起发展，
先富带动后富，使贫困户也能享受“满
园春色”。

“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
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在产业扶
贫方面，可任村集众人之力引进食用
菌、红心橙、黑猪、黑山羊、电商等发展
项目。同时，建立了几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采取“政府+企业/合作社/养殖
大户+贫困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比如
政府提供猪圈、沼气和头批猪苗等物
资，合作社负责养殖管理、技术培训和
市场销售，贫困户参与饲养并每年获
得工资和分红，这便解决了贫困户缺
乏资金及技术的难题。

当然，脱贫攻坚不只是产业扶贫
的“独唱”，也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基
础设施、“互联网+”、思想文化等在内
的“合唱”。可任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志恺一次次往海口跑，争取到“娘家”
海南省委统战部的301万元资金，在
生产发展、教育资助、危房改造、基础
设施等多方面进行精准帮扶；乡村医
生陈壮莲放弃村干部的身份，只为了
有更多时间治疗、照顾村里的病患；

“80后”返乡创业女大学生韦丽梅经营
可任村农村淘宝店，她一边做着乳腺
癌的化疗，一边为电商扶贫助力加油
……笔者为扶贫路上每个人的付出而
感动，为精准扶贫的澎湃合力而动容。

夜幕降临，劳作了一天的农户结
伴前往村民文化广场跳起了广场
舞，整个山头响起了黎族民谣、男女
老少的欢笑声，还有那精准扶贫的

“合奏曲”。
（原载于《人民日报》5月18日5

版，作者为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
记者）

■ 工人日报记者 杨召奎 吴迪 杨学义

今年50岁的海南省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湾岭镇大边村村民王万
启，2016 年初住进了敞亮的新家。
替王万启解决难题的，一是政府，二
是银行。

“政府的危房改造补贴和富美乡
村建设补贴近6万元，另外5万元是向
银行贷款解决的，由政府贴息。”王万
启说，解决了住房后，他还加入了合作
社，在政府的帮扶下，养了4头牛，并于
当年底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王万启的脱贫经历是我国脱贫攻
坚取得积极成效的一个缩影。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这
一民生工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
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是：深入推进扶贫开

发，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
困山区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到2020年
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使
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得以保障。

一个贫困山村的蜕变

要扶贫减贫，首先要弄清贫困人
口在哪里、谁是贫困人口。为力求统
计数据真实、准确，2015 年 8 月至
2016年6月，全国动员近200万人开
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
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

确定了谁是贫困户，如何实现资金
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各地瞄准贫
困村、贫困户，对症下药，成效初显。

什寒村曾是海南琼中极为偏远贫
困的村庄之一，海拔近800米。由于海

拔高，不适宜种植槟榔、橡胶等经济作
物，在2012年时村民的人均收入不到
3000元，传统的产业扶贫和补助补贴
性扶贫解决不了什寒村的贫困问题。

为了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在海南
省委办公厅的定点帮扶下，琼中县委、
县政府根据什寒的生态环境、资源条
件，结合当地民俗特色，深入挖掘黎苗
文化内涵，推出了“旅游+扶贫”模式，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

去年底，什寒村28户贫困户有27
户实现了脱贫。这个曾经贫困的小山
村，如今已是海南十大最美山村之一。

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打赢脱贫攻坚战，时间紧、任务
重，特色产业扶贫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抓手。为此，各地着力培育特色产业，
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在海南琼中长征镇万众村，村民
则靠着种桑养蚕走出一条脱贫致富的
新路子。“种桑养蚕投资小、周期短、见
效快，我们村就是靠这一个个小东西
实现了脱贫。”村民王进民抚弄正沙沙
啃食桑叶的蚕宝宝喜滋滋地说。

万众村村委会主任黄茂彬告诉
记者，2014年村里8个村小组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00户，靠种桑养蚕等
特色产业带动，截至2016年底，该村
仅剩14户贫困户。“今年继续努力，
争取全村的贫困户都摘掉帽子。”

不断创新扶贫模式

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不断创

新扶贫模式。为此，各地都摸索创新，
切实拿出了“新方案”“硬办法”，
通过“造血式扶贫”让贫困户真正
脱贫。

海南琼中湾岭镇长边村则通过海
南金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引进了新
型的农业开发模式。该公司以“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与18位农民
签订了股份制养殖合同，主要养殖泥
鳅和罗非鱼。

去年底摘掉“贫困户”帽子的村民
王存告诉记者，去年分红分了2.8万
元，这比种水稻的收入翻了一番。“现
在的收入渠道多了，月月领工资，年年
有分红，还有种槟榔、橡胶的收入，日
子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原载于《工人日报》5月 18日
1版，有删节）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姜军旗
徐旭 袁鹏 田珊檑

2017年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年，
也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扶贫开
发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而在我国现
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妇女占46.5%，妇女不仅
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对象，更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
量。帮助贫困妇女脱贫，不仅关系妇女自身生存
与发展，而且关系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关系家庭
的和谐幸福，关系贫困人口整体脱贫进程。

精准之道 号准脉查准病开准药

致贫原因和家庭情况的不同，必然要求制定脱
贫措施时，要针对每一个贫困村、每一个贫困户，因
村施策、因户施策，量身定做脱贫方案，也只有如
此，我们的脱贫工作才能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在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可任村，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可圈可点。针对地处亚热带山区
的特点，“多方会诊”后给出的“药方”是提高山地
利用率，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随后，海南省委统战
部联合多部门向可任村发放南药益智槟榔种苗，
全村在橡胶林下套种南药益智1100亩，种植了
1.8万株槟榔。在此基础上还引进了食用菌、红心
橙、地瓜、黑猪、黑山羊等发展项目。在养殖方面，
探索推行了“政府+合作社（公司或大户）+贫困
户”合作模式，集中管理，抱团发展，收益分红。

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战中的先锋官

王志恺是海南省委统战部派驻海南白沙可
任村的“第一书记”。除了多方奔走联系落实项
目外，村民印象最深的是，王书记“对上课抓得特
别紧”。

村民所说的“上课”是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课。
作为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之举，2016年11月，海
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正式开课，可任村也成了
海南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教学点。同步开通的还
有“961017”致富热线。

夜校课程由相关专家电视授课，在村民看来，
内容也很接地气，包括扶贫政策知识、产业发展、
扶贫案例以及就业信息、农民工返乡创业等内容。

王志恺告诉记者，“夜校和热线的开通，不仅提
高了乡镇干部、帮扶责任人、驻村第一书记、村‘两
委’干部掌握和运用扶贫政策的水平，也强化了贫
困户自身的脱贫意识、脱贫责任，同时有助于提升
其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

巾帼助力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对于各级妇联而言，扎实推进“巾帼脱贫行
动”，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帮助贫困地区妇女
群众早日致富奔小康，是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

“80后”女大学生韦丽梅是海南白沙可任村农
村淘宝店的“掌门人”。她得知白沙成立电商产业
园的消息后，立即回乡创业。开业以来，韦丽梅天
天下乡宣传电商扶贫与农村淘宝，村民从一开始
的拒绝，到现在已十分认可。可任村农村淘宝店
自2016年3月8日开业以来，累计订单超过6300
笔，营业额已超过88万元。可任村民通过农村淘
宝销售蜂蜜、秀珍菇、地瓜、笋干等农产品，也可以
订购以往进城才能购买的农资农具、生活用品。
但由于超负荷的工作量，不久前韦丽梅被确诊为
乳腺癌。但韦丽梅仍然一边化疗，一边继续经营
她的淘宝店。

（原载于《中国妇女报》5月18日1版，有删节）

精准扶贫，不要独奏要交响

4月底，“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10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全国各地100多个贫
困村，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点采访调研、聚焦精准扶贫。18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
等媒体在开设的“砥砺奋进的五年”栏目中，刊发文章全方位展现海南等省五年来脱贫攻坚的成果，展示人民群
众生活的新变化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本报选登了部分文章，敬请关注！

有一种温暖，叫“精准扶贫”

巾帼力量
撑起脱贫攻坚“半边天”

老房子·新房子
五指山番阳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影像记

罗曼，50岁，番阳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家5口人。老房子是与父母、兄弟
合住的瓦房(下图，5月6日摄)。新房
2016年6月开始建，政府补贴4.5万元，
2017年春节前入住。（上图，5月6日摄）

番阳村是五指山市“十三五”扶贫规
划整村推进贫困村之一。2016年以来，
当地政府将贫困户危房改造作为脱贫攻
坚的着力点，大力推进解决贫困群众“安
全住房保障”问题，2016年番阳村共有
44户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建起了新
房。2017年计划40户贫困户进行危房
改造，目前已动工34户。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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