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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帮扶模式
拓宽村民致富路

“真心感谢政府的帮扶和带动，让
我们快速摘掉‘贫困帽’，而且还鼓励我
们入股村集体产业合作社，小康的目标
不难实现呢。”罗海荣是村里的贫困户，
原本只靠丈夫在外打零工维持一家五
口人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困难。

今年6月，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
效，脱掉“空壳村”的帽子，定安县富文
镇大里村委会发展起村集体产业——
秀珍菇种植，罗海荣也因此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当上秀珍菇种植工。

据了解，长期以来，受“空壳村”
问题的影响，定安当地许多乡镇的经
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为此，近年来
定安县转变思路，利用各级财政扶贫
资金，合力推进富文镇大里村等9个
贫困村整村推进建设。

同时，为每个村配套产业发展资
金，由村委会将资金入股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业龙头企业，通过获取分红
方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地解
决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问题，也为
农民增加收入拓宽了路子。

“一直以来咱们村里缺少支柱产
业，农民的收入来源单一而又零散，政
府大力提倡的‘村集体+合作社+农
户’帮扶模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不但
盘活了村集体经济，村民们致富有了
盼头，创业积极性也高了起来呢！”大
里村党支部书记叶学坚兴奋地说道。

“富文镇大里村秀珍菇栽培示范
基地的创建，取得了良好经济成效，
为当地贫困户的就业和创收提供良
好的基础条件，下阶段县委、县政府
将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基地扩大生产
条件，让更多村民快速脱贫致富。”定
安县扶贫办主任王旭表示。

实施产业扶贫
村民腰包鼓起来

在定安县龙门镇石坡村裕军养

鸡专业合作社内，负责人莫裕军的电
话响个不停。“富硒阉鸡的品质好，市
场需求量非常大。眼下春节旺季还
没到，要上门收购的电话就已经非常
多了。”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同时也
是当地养鸡大户，莫裕军一直对富硒
阉鸡产业充满信心。

“加入富硒阉鸡养殖产业队伍，
不但早早实现脱贫，家里还盖起了楼
房，开起了小轿车。”从一名贫困户，
到村里专业养鸡户的代表之一，定安
县龙门镇石坡村村民莫锦迫的日子
一天天滋润起来。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定安将依
托富硒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品牌，让
富硒产业成为群众致富增收的新源泉。

借助品牌优势，实施产业扶贫，
让扶贫项目产业化是定安推进扶贫
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2016年以来，
定安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将定安黑猪、
定安鹅、富硒香米、富硒阉鸡等特色品
牌与扶贫工作相结合，投入特色产业
资金，重点扶持贫困人口种养富硒大

米、定安黑猪、黑山羊、富硒阉鸡等优
质经济作物和特色畜禽。同时，鼓励
致富带头人发挥积极作用，影响和号
召更多农户加入产业脱贫行列。

“产业扶贫的模式让现有的优势
产业和贫困户利益有效结合起来，使
得贫困户有了可持续性的收入，也让
合作社、致富带头人、企业实现抱团
发展，更好地把扶贫资金投入到发展
扶贫产业组织化经营上，为当地产业
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驱动力。”定
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蔚表示。

依托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助增收

11月19日清晨，在定安县定城镇
秀龙坑村芋头基地里，农户唐南飞已经
在为即将到来的香芋种植期做准备。

“今年新型香芋收成不错，价格也
好，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加大种植面积，
争取明年收入翻番。”唐南飞是秀龙坑
村贫困户，今年初在当地政府的引导和
帮扶下，尝试种起了新型香芋品种。没
想到个头大、产量高、生长期短的新型
香芋品种十分受市场欢迎，尝到“甜头”
的唐南飞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一直以来，秀龙坑村所处的龙州
洋就是传统的芋头种植区，这里田洋
肥沃，浇灌方便，但却未形成产业化，
经济效益一直也起不来。

2016年，在定安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推动下，定城镇根据镇情实际，
因地制宜，依托当地传统芋头种植
区资源和产业优势，在稳定发展“八
月红”芋头种植基础上，进一步调整
优化农业结构，引进新型香芋种苗，
从而培育壮大芋头特色优势产业。

“定安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特色
鲜明。如何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让
更多农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是当前
扶贫工作的重点。”定安县扶贫办负责
人表示，将通过积极引导农民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延伸产业链等方式，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而有效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增强百姓的幸福感。

完善精准扶贫机制 创新帮扶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定安：多措并举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土地改良后种上莲藕

翰林村80亩撂荒田
成了致富地

荷叶满塘，生机盎然。今年 9 月份，在定
安县翰林镇翰林村，盛开的荷花与古朴的民居
相间，一幅美妙的田园风景引来不少游客和村
民驻足欣赏。曾经长满杂草的 80亩撂荒田，
经过土地改良种上莲藕后，不仅景色宜人，还
成了当地村民的致富地。

据了解，为促进当地集体经济发展，优化
富硒农产品结构，今年以来，翰林镇根据翰林
村的自身实际，采取省科技项目基金投入一
点、村集体出一点、农民投工投劳和土地入股
等方式，利用撂荒田地打造莲藕种植示范基
地，发展莲藕产业，从而有效带动扶持基地周
边贫困户通过产业脱贫。

“把 80 亩难以耕作的撂荒农田建设成莲
藕种植示范基地，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美
化了村容村貌。同时，还能以发展莲藕种植产
业为契机，带动约 30名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和
投工投劳入股等方式，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中来，为推进当地扶贫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翰林镇镇长王昌辉介绍。

得益于莲藕示范基地的建设，荒废了近20
年的土地成了农业资产，贫困户成了股民，村
民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也得到极大提高。

“下阶段，我们将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加大
种植技术培训力度，进一步扩大撂荒田的土地
改良范围，通过统一帮扶模式、统一种苗采购、
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渠道
等形式，不断提高土地经济效益，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本版策划：洪宝光 撰稿：容朝虹 符焕国）

定安县黄竹镇白石岭村贫困户周太通过养鸡脱贫。 黄祥 摄

2017年4月17日，在定安县定城镇潭黎村，
农户们正在分拣刚刚采摘的圣女果。 黄祥 摄

“既能学到种植技术，
增加收入，还能照顾家庭，
发展村集体经济就是好！”
11月19日，在定安县富文
镇大里村秀珍菇栽培示范
基地，一朵朵小小的秀珍
菇覆盖在菌包上，茂盛生
长，村民罗海荣一边摘菇，
一边感慨地说道。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
让越来越多村民过上了
好日子。作为实施精准
扶贫策略，引导农民就
业、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的
具体实践，富文镇大里村
秀珍菇栽培示范基地的
创建仅仅是定安县大力
推进扶贫工作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定安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
作，制定并出台系列文
件，完善精准扶贫机制；
同时，依托当地自然资源
优势，以“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扶贫项目产业
化，扶贫资金股份化”等
创新模式，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让农民
腰包鼓起来，让农村经济
富起来，为定安县打赢脱
贫攻坚战“添火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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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体制 激发社会活力
——琼中全面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综述

摸清家底
机构改革“心中有数”

对全县 222 家事业单位开展了全
面的调研摸底，初步梳理25个事业单
位的改革方向，核减事业机构5个……
近期，琼中正按照摸清底数、落实情况、
实施改革“三步走”的改革思路，有序推
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清理规
范工作。

为了全面掌握了解改革情况，摸清
底数，自2017年7月18日以来，琼中编
委办结合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和认定改革
工作，围绕事业单位机构名称、职责职
务、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4个方面的问
题，对全县222家机关事业单位开展全
面的调研摸底。

在全面摸清事业单位的家底后，明
确各事业单位承担行政职能基本情况、

承担行政职能类别和具体法律依据。经
过清理规范，琼中初步梳理了25个事业
单位的改革方向，开展了事业单位机构
编制和人员情况检查，并落实机构编制
实名制，真正做到为事业单位减负增
效，为严控机构编制总量打下坚实的基
础。

在准确把握各事业单位的职责任务
和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琼中编委办明确
了只转职能不转机构20个，核减了县规
划局、县扶贫办、县水务局等5个正科级
事业单位，合并了县卫生局与县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局与县旅游发展委员会等单位。

动态调整
机构设置精准化

“我们将农业科学研究所、畜牧兽医
科学研究所、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等农业

科研机构，整合筹建成一家集科研、服
务、推广为一体的县农业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琼中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栗太强
说道，对于农业系统中职能相近、规模
过小、任务量减少的农业科研机构，琼
中采取合并的方式进行整合，将收回的
机构编制用于加强社会管理、民生保障
等重点领域，为全面推进承担行政职能
事业单位改革奠定扎实基础。

这只是琼中进行整合机构设置的一
个缩影。

笔者了解到，为了实现科学化管理，
琼中持续做好全面清理职能与“放管
服”改革、编制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工作
紧密结合，保障职能清理“连根拔起”，
消除改革“盲区”和“死角”，进一步简政
放权，切实做好对清单的动态维护和管
理。

同时，琼中对承担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

政裁决、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检
查、其他行政权力等10项行政职能进行
了全面清理。

截至目前，琼中共清理了36个事业
单位（含 11 个行政执法机构）行政职能
612条，完成制定了12个政府工作部门

“三定”规定，完成了19个事业单位“六
定”方案，明确剥离回归机关行使的行
政职能调整到位。

此外，琼中还严格落实事业人员转
公务员等人事相关配套政策制度，建立
超职数超编人员问题台账。运用提前离
岗、到龄退休、调剂空编等方式，妥善做
好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力争在2020年前
完成消化。

完善机制
机构调整“活起来”

“对于县粮食局和县乡镇企业服务

中心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我
们将其调整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内设机
构。”琼中机构编制部门主要负责人
说道，琼中通过出台《承担行政职能
事业单位改革试点方案》，对承担行
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进行职能整合和机
构调整。

近年来，为充分发挥调整在事业
单位监管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调
整“活起来，用起来”，琼中积极探索机
构调整与职能清理、渠道调整、严控机
构编制的有效衔接方式。

在不断加强职能清理和整合的基
础上，琼中按照简政放权和推行政府
权力清单制度的有关要求，对承担行
政职能事业单位的职能进行清理，确
属行政职能的逐项列明具体依据，汇
总形成目录，由所属主管部门负责进
行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审查，能取
消的取消，能转移的转移，能下放的下
放。

同时，琼中编委办印发了230份改
革政策知识问答手册，依托县电视台
等县内媒体，不限时段滚动播出改革
的主要内容，委托海南省广播电视总
台制作改革宣传片，大力宣传改革的
重要意义。并依托琼中网信办平台，
做好舆情监控、风险评估。针对职能
清理、人员划转等难点重点，琼中采用
实地走访、个别谈话、以会代训的方
式，做好政策答疑解惑、人员思想稳
定、进度全程指导等工作，确保改革思
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

此外，琼中还严格机构编制纪律，
把控机构编制，对于已认定为承担行
政职能、但尚不能调整到位的事业单
位，由琼中编委办统一管理，原则上人
员只出不进，事业编制只减不增。按
照中央控编减编要求核减事业编制，
逐步压缩规模。同一部门有多个职责
相同相近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的，
进行整合。

（本版策划/申易 秦海灵 本版撰文/
申易 林学健）

让人民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
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
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
境……承载着这些重要使命
的正是分布在教育、卫生、科
技等领域的各类服务型、公
益性事业单位。

近年来，为提升事业单
位的各项服务水平，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以创新机制体
制为核心，对改革单位逐一
提出职能划转、机构调整、名
称规范、转行政所需行政编
制和核减事业编制等具体改
革路径，逐步实现行政职能
回归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强
化公益服务。

截至目前，琼中全县共
有事业单位222个，其中，承
担行政职能类13个，从事公
益服务类（公益一类）168
个，从事公益服务类（公益二
类）21 个，不纳入分类 20
个。并明确了纳入改革事业
单位25个，暂不纳入改革行
政执法机构11个。

“我们将努力建立完善
的配套政策，继续积极稳妥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琼中县
委书记孙喆表示。

琼中编委办工作人员为改革事业单位挂牌。 林学健 摄 琼中编委办工作人员商量事业单位改革事宜。 林学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