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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共为1158名贫困
家庭学生发放教育补助；
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惠及42位贫困家庭子女

■■■■■ ■■■■■ ■■■■■

专题 2017年10月1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傅人意 美编：孙发强B05

近年来，三亚紧紧围绕“一条线”“两不愁”“三保障”的核心任务，针对不同致贫症结，从兜底扶贫、救助扶贫、医疗扶贫、安居扶贫、教育扶贫上，解除
了贫困户的后顾之忧、积年之苦，再通过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等工作，为贫困户提供脱贫方法，提升“造血”功能，激发“我要脱贫”的内生动力。

施策精准、帮扶跟进，三亚扶贫工作交出了一份满意成绩单。从2014年至2016年，三亚共实现2220户9861人成功脱贫，16个整村推进扶贫开
发村成功摘帽。2017年，三亚再列新目标：完成2016年新增7户19人脱贫和国营南滨、立才和南田农场35户99人的脱贫退出；落实2017年新增13
户60人的各项帮扶；同时开展“回头看”，夯实脱贫成果，坚决打赢精准脱贫的攻坚战。

“只有驻村，才能更好地贴近群众，
了解农村工作实际，了解群众致贫原
因，帮助群众脱贫。”作为三亚育才生态
区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陆浩源从
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与那受村
5户贫困群众一起，走过了180多个日
日夜夜。因为贴近，所以了解，因为了
解，所以对症下药，带出了实效。

“真的没有想到驻村工作队的扶
贫工作力度和效率这么高，真的是为
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我们一家人也
要努力，一定争取把贫困户帽子摘
掉。”2017年春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
贫困户苏德新一家搬进了改造后的新
房感慨道。

苏德新一家，只是陆浩源进村调

研后精准对接的其中一户。
在接到帮扶任务后，陆浩源钻研

各类精准扶贫政策，走村入户，每户都
“面对面”交流沟通。了解了帮扶户的
基本情况后，他再分别制定适合各帮
扶户的精准扶贫计划。同时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对各户情况分别进行摸排，
掌握第一手资料，逐一找出制约发展
的短板，在帮扶措施上因户而异，精准
施策，对症下药。

比如对贫困户苏定华一家，他们
所在的那受村是盛产海南特色美味五
脚猪的地方。而苏定华饲养的五脚
猪，生长速度很快而且很健康，极少出
现病死的问题，唯独苦于缺乏资金来
扩大养殖规模，收入低迷。

了解到苏定华想扩大生产规模的意
愿后，陆浩源积极与三亚市金融办衔接，
最大限度争取精准扶贫资金优惠政策，

通过互助资金贷款，为其争取一万元的
发展资金。有了这笔资金保障，苏定华
购买了20头猪苗，将养殖规模扩大。

陆浩源还根据那受村山区的土地
结构和地理差异状况，引导帮扶户因
地制宜发展瓜果种植业及畜牧养殖
业，共引导帮扶户种植芒果300亩，养
殖五脚猪320头，种植茄子80亩等，
并联系收购商提前上门签订收购协
议，以合理价格收购农产品，解决了帮
扶户的后顾之忧。

此外，为了将劳动力培训这项帮
扶措施与育才劳务输出人数多、输出
时间长的特点相结合，有效增加贫困
户的家庭收入，陆浩源和村干部一道
深入帮扶户中，将有培训意愿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一一进行登记，建立档案。

前期工作准备得当后，陆浩源邀
请南繁院、畜牧局、人力资源开发局等

单位专业人员，对贫困户进行劳务知
识、电子商务、种植养殖业等技术的培
训，有效提高了帮扶户的劳动技能。
同时，为了增强培训效果，陆浩源还将
各部门讲解的重点内容录像刻碟，定
期组织观看学习。此举，为贫困户通
过产业脱贫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帮扶的主要工作除了物质扶持，
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其思想观念，让勤
劳致富的思想深入人心。”陆浩源在帮
扶的过程中，随时随地开展思想教育，
扶起贫困户的精气神。比如他利用每
周两次的夜校时间，对贫困户进行感
恩教育、励志教育，通过一些励志典型
人物事件，引导贫困户要做到人穷志
不穷，树立起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心。

多措并举，对症下药，在陆浩源的努
力下，各项帮扶项目逐渐形成规模、结出
硕果，贫困户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村民陈定良：

当起“羊倌”脱贫又脱单
“一定要把羊养好！”这是陈定良认领第一批

羊仔时许下的诺言。如今，这个三亚市吉阳区罗
蓬村年过五旬的单身汉，通过政府产业扶持和自
身努力，成为罗蓬村的脱贫榜样，还谈上了对象。

以前，陈定良只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过活，
父母过世后，一直借居在哥哥家中生活。用乡亲
的话说“老陈以前有点懒”。生活态度的消极，导
致陈定良基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贫困的陈定良
成了村里的“光棍”。后来，他的身体又患上疾病，
干不了重活，生活处境愈发艰难。

2014年10月，陈定良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了解到陈定良致贫原因后，帮扶干部确
定了扶贫先扶智的帮扶方针，将帮扶措施主要放
在产业扶贫上。

2015年，帮扶干部通过“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助陈定良加入罗蓬村海南黑山羊养殖项目，并给
他扶持了6只母羊，同时，吉阳区农林局给他提供技
术、农资支持。此外，为了拓展陈定良的视野，树立
起主动脱贫的积极观念，吉阳区人社局专门邀请包
括陈定良在内的村民共同参加合作社培训。

有了发展的内生动力，陈定良踏踏实实当起
了“羊倌”。“老陈自从学会养羊后，像是变了个人。”
村里人都说陈定良不但性格开朗了，人也勤快了。

不光是养羊，养猪、种槟榔、种冬季瓜菜，他都
开始尝试。今年1月，陈定良卖出了3只自家养
的黑山羊，获得第一笔3000元收入，加上村里的
黑山羊合作社900元分红，光是养羊这一项，就给
陈定良带来了近4000元的个人收入。

今年7月份，第一批山鸡出栏，售出了960
元，两头猪通过电商出售收入3100元，地里的两
亩线椒也卖了2954元。仅仅半年多时间，陈定良
的个人收入就达到了1.1万元，成为罗蓬村民们刮
目相看的脱贫榜样。

2016年，陈定良个人的年收入达到了3.6万
元。如今，通过努力，陈定良有了自己的家，是一间
两居室小平房，他的羊圈里还养着20多只羊……

三亚坤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
贫困户签订购销合同

让贫困户不再为
农产品销路发愁

160多只山鸡，通过电商渠道卖出近万元。
近日，当三亚坤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将
这笔现金交到吉阳区罗蓬村村民蓝德新手中时，
他有些不敢相信：“没想到这么方便，不用出门也
能把鸡卖出去！”

以往，蓝德新把养殖的山鸡运到市场去卖，一
天辛苦奔波下来，销量并不是很好。三亚扶贫农
产品产销服务中心在罗蓬村成立电商服务站后，
为贫困户辛苦种植养殖的农产品打通了销路，许
多还没出栏、上市的农产品，就已被预订一空。

蓝德新今年计划种植的冬季瓜菜都被记录在
中心的大数据库。瓜菜收获前后，蓝德新只需要
打一个电话，就会有工作人员组织客商来收购农
产品。这只是坤柔公司建立的大数据扶贫体系中
的一个缩影。

2017年7月9日，三亚市首个扶贫农产品电商
销售服务站在吉阳区罗蓬村成立，三亚坤柔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黎斌现场与贫困户代表签订购销
合同，标志着贫困户再也不用为农产品的销路发
愁，只要达到销售条件，就会有专人进村前来收购，
搭乘电商+实体店的“快车”进入到消费者家中。

“服务站肩负的是‘服务三农 帮贫致富’的使
命，贫困户和村民种植养殖的特色农产品，都可以
在平台上销售。”黎斌介绍，服务站除了方便贫困户
足不出户销售农产品外，还拥有网上代买的功能。

据悉，该公司在发展互联网农业电商中，一直
秉承“媒体、新媒体引流推广+到店品尝（购买）+培
养网上下单购买的习惯+到基地采摘体验”模式，通
过运营三亚市扶贫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农产品配
送中心、三亚市扶贫农产品产销大数据平台，以及自
主研发的三亚农产品电商销售平台APP，建立起
市、镇、村三级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从田间地头带来
的新鲜农产品，入驻到淘宝、京东等多家国内知名电
商购物平台，形成海南特色农产品全网对接。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整合三亚抱前村、抱古
村、龙密村等10个贫困村，将扶贫农产品、特色农
产品资源对接传统市场、电商平台做好上行销售，
并在贫困村设立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做好网上代
买、入户宣传电商、便民等工作。目前已完成罗蓬
村、那受村的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帮扶工作，共有
225户贫困农户受益。

此外，大数据平台还记录了贫困户家庭情况、
致贫原因、产业情况、种植养殖情况、脱贫巩固情
况等内容。

扶贫人物

扶贫企业

为让贫者有所居、提升住房质
量，2016年，三亚列出贫困户危房改
造任务259户，在原有775万元危改
补助基础上，三亚市财政又追加
216.5万元补助资金，顺利完成全部
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

除了住房有保障，三亚出台《三
亚市社会救助扶贫兜底保障实施方
案》，不断加强社会救助工作与扶贫

工作，切实解决最困难群体的基本生
活。不仅为符合参加新农保缴费条
件的3509人代缴新农保费用，为569
名年满60周岁的贫困人口发放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实现100%全
覆盖；为235名贫困残疾人办理残疾
证，为138名重度残疾人、困难残疾
人发放护理补贴；救助帮扶贫困户
267户587人次，开辟专门的特困供

养资金，将无住房或住危房特困供养
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安置到农村敬老
院集中供养。

就业扶贫亦是提升贫困户自我
“造血”能力、增加收入的关键工程。
三亚将贫困家庭中的“4050”人员及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纳入公益性岗
位对象范围，协调提供护林员、清洁
工、农田水利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向上

述人员倾斜，鼓励贫困家庭劳动力实
现“家门口就业”；引导社会爱心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等，通过劳务输出拓宽
帮扶对象的家庭收入来源。此外，三
亚还定期举办扶贫专场招聘会，为帮扶
对象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帮扶对象
的创业能力、就业能力和水平。2016
年实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753人。
（本版策划/肖皇 文/苏静 肖皇 图/威武）

兜底扶贫 完成259户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

在三亚的贫困人口中，有相当一
部分人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
此，医疗健康扶贫，解除了贫困户饱
受病痛折磨之苦，也是令受助家庭倍
感幸福的政策。

2016年11月以来，三亚推进医
疗健康扶贫工作，通过完善医疗救
助制度、推行“先看病、后付费”模
式、对精准扶贫人口的医疗费用实
施全免政策、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等举措，解

决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家庭就医困难
和因病致贫的问题。

在这一政策的帮扶下，三亚天
涯区抱前村的贫困村民黄其荣不
仅治好了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症，
3.2 万余元的医疗费用，也在三亚
市的医疗扶贫政策下得到一站式
全免。

“我们通过整合居民医保、大病
医保、民政救助金、商业保险等多重
资源，争取不让大病贫困户掏一分

钱，就能够获得积极治疗。”三亚市卫
生局负责人表示。

2016年，三亚贫困人口累计住
院治疗441人次，出院333人次，产
生的 187.96 万元医疗费用不用贫
困人口负担一分钱。设立医疗保
障慈善基金，第一期募集400多万
元，加上政府支持的500万元已全
部到位，这为贫困人口卫生健康再
增保障。

不仅如此，三亚还推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为贫困人口提供一对
一的健康服务；落实医疗便民服务，
为8个贫困村配备卫生室、坐诊医
生，13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
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组织市级医
疗机构进村入户，为贫困人口送医、
送药、送温暖；成立市级健康扶贫专
家小组，定期组织专家对患大病贫
困人口进行免费会诊，落实治疗措
施，真正多措并举，缓解贫困病患和
家属的痛苦。

健康扶贫 争取不让大病贫困户掏一分钱

扶贫先扶智，回望过去一年，
三亚在教育扶贫工作中，通过“短
期技能培训+助学工程+雨露计
划”方式，确保2014年以来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口（含已脱贫、未脱贫）
义务教育阶段子女 100%在学，确
保每个有求学意愿的贫困家庭子

女都可以免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
（技 工 院 校）并 享 受助学 补贴 。
2016 年，三亚共为 1158 名贫困家
庭学生发放教育补助；发放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惠及42位贫困家庭
子女。

三 亚 市 育 才 生 态 区 那 受 村

2016年脱贫户苏安，就是这项政策
的受益者。2014年，他初中毕业后
早早踏入社会打零工，但没有一技
之长和稳定收入，无法帮助家庭摆
脱贫困。三亚南繁院帮扶干部以农
业科技助其家庭通过产业脱贫，并
为苏安争取到南繁院进修的机会。

今年9月，他正式成为海南省农林
科技学校的学生，“学好了技术，我
要回三亚发展种植业致富。”苏安充
满期待地说。

通过教育扶贫，帮助的不仅是一
个贫困学生，更是扶起了一个贫困家
庭的长远未来。

从2014年至2016年三亚共实现2220户9861人成功脱贫

授鱼更授渔 脱贫不掉队

教育扶贫 去年为1158名贫困生发放教育补助

三亚育才生态区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陆浩源：

用实招扶起贫困户的精气神
扶贫干部

三亚再列新目标
完成2016年
新增7户19人脱贫和
国营南滨、立才和南田农场

35户99人的脱贫退出

落实2017年
新增13户60人的各项帮扶

2017年

三亚共实现

2220户9861人成功脱贫

16个整村

推进扶贫开发村成功摘帽

从2014年至2016年

三亚2016年
扶贫工作成绩单

健康
扶贫

三亚贫困人口累计住
院治疗 441 人次，出院

333 人次，产生的 187.96
万元医疗费用不用贫困人
口负担一分钱

兜底
扶贫

三亚列出贫困户危房
改造任务 259 户，在原有

775万元危改补助基础上，

三亚市财政又追加 216.5
万元补助资金，顺利完成
全部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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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浩源

陈定良通过养殖黑山羊脱贫。

去年底，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贫困户吉立文夫妇和双胞胎女儿搬进了新房。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