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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动态

脱贫攻坚进行时

电子商务创业大赛启动
优秀项目可获资金支持

本报牙叉10月30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王伟）记者今日从共青团白沙黎族自治县委
获悉，首届“以电商推进扶贫，以创业推动发展”为
主题的电子商务创业大赛已于近日启动。本次比
赛将延续至11月20日，大赛将通过多阶段比赛
评出一二三等奖和鼓励奖，优秀创业项目还可优
先进入白沙电商创业孵化基地进行两年的培育实
验，同时获得资金支持。

据悉，本届大赛项目选题立足白沙资源优
势，选取适合进行网销的产品撰写创业计划书。
同时要求参赛者年龄在18周岁至45周岁之间，
并具有一定的电商创业能力，而已经拥有电商创
业项目或准备创业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和企业法人代表，以及白沙籍的在校大学生，白
沙也鼓励他们报名参赛，以期让大赛形成“培训
—比赛—孵化—落地”的良性循环，推动白沙电
商发展。

此次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白沙县委、县政府的电商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同时激励、引导、支持、带动更多青年投
身电商创业，提高创业能力，推动电子商务的
发展。

对进入决赛阶段的前30强参赛选手，活动将
授予“白沙县优秀电商创业青年”荣誉称号并颁发
证书，优先纳入白沙农村致富带头人协会。同时
主办单位还将为符合条件的青年电商创业者提供
累计5万元的优先授信、享受优惠贷款利率并争
取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资金。

白沙元门乡
调解一起劳资纠纷

本报牙叉10月30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王伟）日前，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司法所成
功调解一起劳资纠纷，经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耐心
调解，促使一包工头当场支付拖欠一对农民工夫
妇的6.8万元工资及材料款。

今年5月，包工头张某承包白沙元门乡南训
村的引水工程项目，负责承建南训村水塔。施工
前，张某将该工程转交给农民工杜某夫妇承建，并
口头约定所承建的水塔由杜某包工包料完成。今
年9月初，杜某夫妇发现他们所承建的水塔工程
又被张某转包给了他人，为此杜某夫妇多次找张
某协商，同时要求张某支付水塔建设的材料款及
工钱合计10万余元，但双方因造价存在分歧以及
质量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10月23日上午，杜某妻子为了讨要工钱及
材料款来到工地阻工，元门乡司法所工作人员获
知后迅速赶到现场。在安抚对方并了解事情原
委后，工作人员联系上了包工头张某，在双方同
意调解的情况下，约定双方在当日赴司法所进行
调解。

经司法所工作人员向张某讲法律、讲情理，最
终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张某则于26日正式向
杜某夫妇支付6.8万元。

本报牙叉10月30日电 （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王伟）赏茶乡风情、
游茶园小镇。记者近日从白沙黎族
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作为白沙重点
项目的原生态茶园小镇已经正式对
外开园迎客。而省内外游客不仅能
在茶香四溢的小镇中尽情体验美丽
白沙的乡村风情，还能感受原生态茶
园文化，体验茶香特色美食。

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位于白沙

农场场部原址，规划面积约130公
顷，是白沙以建设特色产业小镇为
契机，在“十三五”期间规划的重点
建设项目。依托原址的茶园景观、
河谷溪流及黎族文化等旅游资源，
小镇成功将“茶产业”和“旅游业”
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而打造出一个
集生态茶叶生产、茶园观光休闲、
黎族文化体验、乡村养生度假为一
体的茶园小镇，目前正力争打造成

为4A级景区。
整个项目分为三期进行建设，一

期工程重点对茶园小镇到白沙农场
二队绿道进行改造、建设农场二队茶
文化体验区。二期将打造环城路到
茶博园两侧绿道、环镇路，以及建设
游客中心、商业街立面、小镇内街景
观和茶博园。三期则将对小镇基础
设施进行完善及景观打造，引进茶企
业，并结合小镇的运营管理，业态规

划，完善小镇“吃住行，游购娱”。据
了解，项目目前已完成茶博园两侧绿
道、栈道、景观平台、游客中心、商业
街立面改造及小镇内街景观打造。
三期工程仍在加快推进中。

据悉，小镇建成后，不仅将成为
别具一格的新兴旅游目的地，还将推
动白沙脱贫攻坚工作和经济健康持
续发展，并有望成为海南中部扶贫示
范工程。

近年来，为了加快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白沙抓住海南省支持中部
市县发展的政策机会，充分发挥挖掘
白沙绿茶资源优势，切实做大做强茶
叶产业。白沙将通过建设高标准生
态观光茶园和休闲娱乐设施，开发茶
旅游项目，打造集采茶、制茶、品茶、
购茶、餐饮、休闲为一体的茶园生态
精品景区，使之成为展示海南茶乡风
采的重要窗口。

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开园
游客可感受茶园文化，体验茶香特色美食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今年的分红已经到手啦，日子越
来越甜哩！”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打
安镇的蜜蜂养殖贫困户符召辉拿着手
里的5000元现金喜不自胜。而拿到
分红的不止符召辉一人，被当地人称
为“蜂王”的养殖户符召海兑现了此前
的承诺，把今年的养蜂红利一一发放
到了贫困户们的手中。

对符召海而言，把钱发到五户贫
困户手中，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今年蜂蜜产量高，销路却不好，要不
是镇里组织了‘蜂蜜众筹’活动，还真
不知道怎么跟贫困户们交代。”符召海
说，如今村民们拿到了分红，心安了，
积极性也起来了。

去年，打安镇为了推动精准扶贫
工作，通过扶持生产和发展，以“合作
社+养蜂专业户+贫困户”的生产模
式，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精
心打造打安养蜂业，并在技术和资金
上为贫困户提供支持。

当680箱中华蜂发到57户贫困
户手上，养殖技术的缺乏让产业难以
得到发展。为此，贫困户们把所有领
到的蜜蜂全部集中到了被当地人称作

“七蜂王”的王录、田勇智、张德志、高
胜章等养蜂能手手中，由他们成立的
合作社代为管理，并以每年每箱250
元的成本价进行分红，让贫困户得以
享受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然而在今年年中，蜂蜜产量逐步
走高，但在市场上销路却受阻。眼看
着贫困户的收益得不到保障，镇里的
工作人员们坐不住了。他们先是与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得合作，通过
抽样送检的方式确保蜂蜜品质，又在
多方的努力和帮助下，在打安镇举办
了一场名为“为爱众筹、精准扶贫——
为贫困户做一件‘甜’到心坎的事”的
众筹活动，并后续开展了“我为打安蜂
蜜代言”“‘采蜂探蜜’亲子乡村游”等
一系列活动。活动成功在10天内突
破了5万元的销售额，也让打安的“百
花蜜”销往了全国各地。

“高亚芳 15 箱，分红所得 3720
元；符有院、符照山、吴东各10箱，各
分红所得2500元……”在打安镇田表

村，白沙昌达种养合作社的“蜂王”高
胜章把红利送到贫困户手中，看到贫
困户的笑脸，他甜在心里。

“咱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羊风极
也从北京回来哩，听到这个消息他也
高兴得很。”高胜章说，羊风极赴京出
席党的十九大后备受鼓舞，看着养蜂
产业做得有声有色，他也希望社会各
界的爱心人士还能一如既往地信任和
支持他们，同时也期待村里来年把养
蜂业越做越大，让大家的日子都越来
越甜。

（本报牙叉10月30日电）

白沙打安镇以“合作社+养蜂专业户+贫困户”模式发展养蜂业

蜂蜜众筹解贫困户之愁

探索“支部＋”党建模式

“党员队伍没人抓，党支部没人建
设，后备干部后继乏人，经济基础薄弱，
别说发展产业，脱贫攻坚也举步维艰。”
谈起刚来可任村的第一印象，驻村第一
书记王志恺记忆犹新。

如今，通过坚持不懈抓支部建设，
配强村“两委”班子，充分发挥党员积
极性和带头作用促进脱贫攻坚，可任
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据了解，近两年来，可任村“两委”
班子和驻村第一书记不断探索“支
部＋”的党建模式，带动扶贫产业发
展。通过壮大培训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为突破口，深入推行“支部＋”的基层
党建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建立起“支
部＋公司”“支部＋合作社”“支部＋电

商”等联合体，引导党员群众组成脱贫
致富共同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先锋引领作用，实现了“1+1大于2”
的叠加效应，从而走上一条富民强村
的新路子。

同时，可任村还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
化常态化，定期组织党支部学习会
等，并组织党员干部外出学习考察，
建章立制。在此基础上培养出来的一
批村后备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也为
带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不断添砖
加瓦。

在王志恺的牵头下，可任村还争
取到了省委统战部、民营企业家等多
方力量集中帮扶，并充分整合了县级
项目资金，加快整村推进、产业发展和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抓

党建促扶贫的整体思路推动下，可任
村现在的产业发展日益壮大。“今年，
我们村就可以全部实现脱贫了，彻底
摘掉贫困村的帽子。”符焕南说。

强化脱贫攻坚新堡垒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党支
部，关键在带头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
好，提高组织化程度才能更好开展各
项扶贫工作。”在白沙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符文科看来，可任村党支部在扶贫
工作中注重建好支部，抓好队伍建设，
涌现出的“第一书记”和“带富能手”，
都是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先进
典型。“增强了党支部战斗力，充分发
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创新引领和党员的
带头示范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
定了基础。”

不止是可任村，以党建为抓手的
扶贫工作正在全县有序开展。通过不
断提高扶贫产业组织化程度，在党员
干部带动下发展的扶贫产业遍地开
花，各项扶贫工作也快速推进。

自2016年以来，白沙坚持把抓党
建与促脱贫攻坚有机统一起来，找准
抓牢党建促脱贫工作的重点和关键环
节，进一步理清抓党建促脱贫工作脉
络，强组织、增能力，聚合力，确保抓党
建促脱贫工作出实效。

此外，白沙还狠抓基层组织建
设，强化脱贫攻坚新“堡垒”。以村

“两委”换届的契机，选优配强村两委
班子，广泛动员“双带”能力强的农村
优秀人才、大学生村官和经验丰富的
离退休老干部等乡贤群体参加村“两
委”换届竞选，也优化了年龄结构和
知识结构。

发挥第一书记“尖兵”作用

而选派驻村的第一书记，白沙也旨
在发挥干部的“尖兵”作用。通过树立
基层鲜明典型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同时抢抓发
展机遇，积极探索脱贫致富新路子，把
党建引领和发展电子商务相融合，积极
探索电商扶贫新模式，全力打造经济发
展新引擎，引领农民寻求增收致富新路子。

下一步，白沙将在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的同时，进一步夯实基层党建
工作，严格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管理，加强基层党组织对
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提高基层一线
的执行力和战斗力，筑牢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基层战斗堡垒，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 （本报牙叉10月30日电）

“警企联手促脱贫”
走进白沙
为贫困村筹集近8万元资金

本报牙叉10月30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王伟）“有了这近8万元资金，村里牛栏设施
就能升级啦！”日前，海南省公安厅联合爱心企业
来到了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拥阜村，在为当地
贫困群众送来产业发展资金之余，还启动了系列
爱心活动。

据悉，拥阜村是省公安厅的扶贫联系点，为了
帮助危房多、贫困户多、橡胶产业效益低的拥阜村
脱贫，省公安厅早在年初便在村里引进了“黄金地
瓜”“和牛”等种养殖产业，同时派驻了驻村第一书
记来到基层带动村民脱贫。由于黄金地瓜种植因
自然灾害等原因效果不甚理想，和牛养殖便成了
村里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

“村里经费少，没法新建牛栏，加之此前养
殖设施老旧以及周边草料有限，已无法满足和
牛的快速生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了促进扶贫产业的健康发展，省公安厅专门联
合爱心企业开展“警企联手促脱贫”活动进行
筹款。

此次共筹集79980元发展资金，能够为村里
新建牛栏及安装安防监控，保证和牛的健康成
长。爱心企业还捐赠了一批和牛养殖的视频教
材，便于养殖户学习提升养殖技巧。

此外，爱心企业还为村里的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带来了慰问品，同时承诺未来还将积极参
与到拥阜村的帮扶工作中来，将爱心与关怀延
续下去。

一等奖获得者将获现金1万元

二等奖、三等奖和鼓励奖
也分设了相应的资金奖励

本届电子商务创业大赛设置

★青年电商上行奖

★青年电商创业、创意两类奖项

★优秀电商创业青年等称号

制图/孙发强

白沙“支部+”闯出富民强村新路

融入扶贫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脱贫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权

“最近天气变化有点大，未来气温走低，你们千万要注意猪的排泄和体温，随时做好防御和消毒工作。”今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可任村白准村民小组的一处养殖场
里，村民小组长符悉川正教授贫困户们防疫技巧。为了贫困户们能顺利脱贫，他比谁都上心。

而在离此处不远的可任村红心橙种植基地里，刚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符焕南也在耐心地指导贫困户们除草和喷打农药，好让果树健康成长，以期未来能有个好收成。
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对这些活跃在基层的党员干部们来说，脱贫攻坚已经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而可任村的各个扶贫产业基地里也出现一片热闹景象，村“两委”

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们正热火朝天地组织贫困户们积极发展生产，做大扶贫产业。
“要不是他们的帮助，我可找不到发展方向，如今我不仅积极性高了，养殖技术也精进了不少，可以一边脱贫一边带领更多乡亲们一起来养猪啦！”在可任村贫困户符日寿

看来，如今的成绩可少不了村干部们的功劳。

10月30日，游客在白沙原生态茶园漫步。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裴洪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