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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出10名“脱贫之星”
本报牙叉1月8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王伟）记者今天从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获
悉，于近日举办的白沙“脱贫之星”评选活动结果
已经出炉，荣邦乡光代村村民洪春英等10人获得
白沙2017年度“脱贫之星”称号。

据了解，白沙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挖掘各
乡镇、各村涌现出的不等不靠、勤劳致富，同时积极
带动他人共同脱贫的先进人物，通过树立典型、弘
扬先进，积极营造出“我脱贫我光荣”的社会氛围。

通过以“自我发展、自强不息、勤劳致富”为标
杆，白沙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含已脱贫户）中
最终选出了符国华、洪春英、陈新存、王仁英、符克
荣、符日寿、韦明荣、陈老形、符连妹、高胜章等10
名“脱贫之星”。

下一步，白沙还将对“脱贫之星”进行集中表
彰，在颁发证书和奖金之余，通过户外广告、报纸、
广播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对先进人物进
行广泛宣传，并将他们的先进事迹录制成视频在
全县各村电视夜校观看点进行循环播放，同时还
将组织宣讲团赴全县22个贫困村巡回宣讲。

白沙

去年农村
转移就业逾2万人

本报那大1月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赖尚峰）2017年，儋州市完成各项就业指标，尤其
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0680人，完成市、
省下达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的 103.4%、
170.8%。这是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就业局获悉的
最新统计数据。

据了解，2017年以来，为推动农村就业工作，
儋州采取了“一条龙”的全方位服务举措：在就业
政策宣传上，儋州市开设“儋州就业”微信公众号、

“儋州市就业局”门户网站，提供求职者档案查询、
担保贷款、岗位招聘等政策宣传及咨询服务，在
26个行政村建起了户外信息屏，使农民工、贫困户
在家门口就可及时了解优惠政策和招聘信息。

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去年儋州举办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班88期，培训工种包括挖掘机操作工、美
容师、建筑工、维修电工、SYB创业培训、家政服务
员、育婴师等，使参训的农民群体掌握了一技之长。

在职业介绍和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去年
每月15、25日，儋州举办现场招聘会；每年举办1
至2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平台，
为毕业生及农民工、贫困户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
岗位。2017年，儋州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4场，
提供就业岗位38488个，其中在乡镇举办了8场
精准扶贫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29238个。

在就业扶持和就业援助方面，2017年儋州发
放公益性岗位工资补贴7687人次，累计546.55
万元；发放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864人次，补贴金
额240.13万元；发放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社保
补贴1001人次，补贴金额201.62万元。

本报海口1月 8日讯 （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今晚播出的第
7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是深
受大家喜爱的农科农技特别节目
——《乡间小课堂》。节目中，三亚
市副市长李劲松带着大家一起了解
三亚豇豆产业的种植现状、收益情
况、病虫害防御措施及产业发展规
划。

李劲松介绍，三亚市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起开始种植外销型冬季瓜菜，
目前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冬季“菜篮
子”生产基地之一。当地种植的冬季
瓜菜上市时间早、供应时间长、产业
成规模，是三亚农民增收的重要来
源。豇豆作为三亚冬季瓜菜产业之
一，其价格高且稳定，种植面积占三
亚冬季瓜菜种植总面积的一半，是三
亚最具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的瓜菜
作物。

由于拥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前景，
豇豆在三亚已经成为了扶贫致富的

“金豆”。2016年冬季至2017年春
季，通过培育优质种子种苗、打造豇
豆种植示范村、建立贫困户豇豆种植
科技示范户、进行科技培训等措施，
三亚已经形成了豇豆产业助力脱贫
致富的完整链条，使豇豆种植产业成
为扶贫道路上的龙头力量。目前，三
亚市育才生态区、崖州区、天涯区布

点种植“南豇1号”豇豆新品种超过
3000亩，受益农户1033户，其中贫
困户及巩固提高户750户。

节目中，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农业科技110中心联合会会长
孔祥义走进田间地头，给三亚的农户
上了一堂实用的豇豆种植技术课。
想要了解豇豆专业种植技术的农户，
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
看本期节目。

第71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教你种豇豆

7个贫困村整村脱贫
本报营根1月8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毛

景慧）今天，记者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琼中营根镇百花村，湾
岭镇录南村、鸭坡村，黎母山镇握岱村，和平镇长
沙村，长征镇罗反村，上安乡南万村7个村符合退
出标准，于2017年底退出贫困村行列。

据了解，琼中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44个，目前
已有38个村退出贫困村行列，贫困人口在2016年
底动态调整后剩余3379户13504人。2017年以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省扶贫办的指导下，琼
中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生态
保护为前提，以富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产业发展
为支撑，以整合资金为手段，以基层党建为保障，推
行“扶贫+”模式，脱贫攻坚成绩亮眼。

2017年，琼中实现年度脱贫2346户9530人，
比省下达任务8822人多出708人，剩余贫困人口
1158 户 4510 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7 年初的
10.79%降至4.15%（农村总人口10.85万人）；专项
扶贫资金支出1.6亿元，完成省下达资金的100%。

琼中

本报椰林1月8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胡阳）1月8日上午，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祖关村茶树
菇培育基地，祖关村贫困户黄燕超
正忙着查看每一个菌包的生长情
况。这片建架在橡胶林下的茶树菇
培育基地，是祖关村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一大“法宝”。

去年，本号镇在22个行政村成
立了22家村集体企业，以村办公司
发展产业的形式，助力精准扶贫。
祖关村成立了陵水裕鑫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该公
司在村里的橡胶林下搭建培育基

地，发展茶树菇产业。
本号镇副镇长杨仁伟介绍，茶

树菇渐成本地人餐桌上的常见菜，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位于吊罗山
脚下的祖关村，气温凉爽、雾水较
多，非常适合茶树菇生长。

“发展茶树菇产业，符合生态环
保理念，它不打农药，不产生污染
物，而且充分利用了橡胶林，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杨仁伟说，目前祖关
村的茶树菇培育基地共建有33个
菇棚，培育茶树菇菌包23万个，日
产量可达1000斤。

目前，祖关村茶树菇培育基地

吸纳了3名贫困户就业，每人每月
能领取到2000元工资。“正式上岗
前，我们接受了茶树菇种植、养护技
术培训。如今菇棚里的茶树菇长势
很好，收益也很可观。”负责日常管
护菇棚的贫困户黄燕超说，日常的
工资收入加上年底的分红，她对脱
贫信心满满。

“一个菌包一年的产值为6元至
7元，一包的利润为1元至2元，我们
基地里目前有23万个菌包，规模还将
不断扩大，前景是很不错的。”杨仁伟
说，去年12月29日，裕鑫公司举办了
分红仪式，将培育茶树菇所获得的10

万元收益，分给了122户贫困户。
2017年，本号镇还将精准扶贫

与电子商务相融合，成立了本号镇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采取

“电商扶贫＋产业扶贫”双线模式，
打破农产品销售信息壁垒，畅通农
产品上行渠道。

分红活动现场，裕鑫公司与本
号镇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据本号镇电子
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洋
介绍，他们将为茶树菇设计包装，助
力打造品牌，同时通过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帮助销售茶树菇。

实现教育扶贫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洪宝光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

黄荣海）1月5日下午，定安县定城镇田洋村12岁
的莫在荣一放学就跑向菜地里帮奶奶干农活，他告
诉奶奶，有了政府的帮扶，今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莫在荣只是定安县教育扶贫的一个例子。去年，定
安实现教育扶贫全覆盖，共资助贫困学生2.7万余
人次。

自2016年秋季以来，为确保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供养学生不
因贫失学、不因学致贫，定安县着力构建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教育精准
扶贫资助体系，对贫困学生进行摸底排查，并跟踪帮
扶，让贫困家庭子女安心就学，目前基本实现了从学
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含高职）等各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全
覆盖。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县共资助贫困学生
2.7万余人次，累计发放各类补助资金2300余万元。

村办企业初见成效，茶树菇产业充起122户贫困户钱袋子

陵水祖关村：林下空地种出村民“致富菇”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长桌上摆着几叠红包，东方市东
河镇旧村贫困户符仁强拿起属于自己
的那份，掂了掂笑着说：“这些钱拿在
手里，感觉好沉！”

1月5日对旧村贫困户来说是个
十分特别的日子。当天一大早，他们
就聚集在广场上，迎接“分红大会”。

符仁强觉得“好沉”，是因为他领到
的，是旧村特色产业扶贫项目——蛋鸡
养殖基地自去年12月投入运营后的第
一笔利润分红。

每户有330元钱拿到手，大家的
顾虑终于消散。符仁强说：“我们贫困
户哪有钱？当初就是相信党和政府，
才大胆贷款入了股。说实话，村里没
有大规模养过蛋鸡，大家也怕项目做
不起来，现在心安了。”

蛋鸡为贫困户“生财”

旧村是省委政研室的扶贫点。去
年，为了增强扶贫产业的持续造血功
能，确保旧村贫困户从根本上脱贫，省
委政研室发挥自身优势，协调省农业

厅投入350万元、东方市投入140万
元，引导村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并依托
海南省湖北商会旗下企业——海南伟
德良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技术和市
场优势，以“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的经营模式，在旧村规划建设9万
羽蛋鸡养殖基地。

目前，蛋鸡养殖基地的第一期3
万羽蛋鸡生产线已经投入使用，第二
期6万羽蛋鸡生产线正在加紧建设。
海南省湖北商会常务副会长陈峰告诉
记者，经测算，第一期生产线每年可给
合作社带来固定分红28万元，也就是
说，入股的180户贫困户每户每年可
以获得固定分红1556元。

除了固定分红，贫困户还可以到蛋
鸡养殖基地接受培训、入场打工，增加
工资性收入。在基地工作的21岁贫困
户吉荣光每个月可以领到2700元工
资，他还透露，基地忙碌时，村里的贫
困户常来帮忙，每人每天可获得打工
性临时收入130元，大伙儿都愿意干。

产业逐渐形成规模

“接下来，蛋鸡养殖基地对临时工

的需求还将进一步扩大。”陈峰说，为
了形成规模效益，第二期生产线建成
后，海南伟德良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还将投入1500万元，在旧村再上21
万羽蛋鸡生产线，同时建设300亩生
态循环农业扶贫示范基地，为旧村贫
困户多提供 55 个固定就业岗位和
3000个季节性临时用工岗位。

一个小小的村庄，养30万羽蛋鸡
能忙得过来吗？在蛋鸡养殖基地工作
的贫困户洪梅很有信心。她主动给记
者演示了收蛋过程——只轻轻按下一
个按钮，生产线上的运输条就动了起
来，把散落在各鸡舍的鸡蛋运到集纳
点。工人只需站在集纳点把运来的鸡
蛋放进盒子，就完成整个收蛋程序。
不光收蛋，投料、清粪也是全自动的。

致富路越走越宽

过去一年，在省委政研室的真情
帮扶下，旧村除因病返贫的1户还未
脱贫外，其他2017年确认的174户贫
困户均已成功脱贫，年均纯收入由
2986元增加到3305元。

他们坚信，好日子还在后头——

经省委政研室牵线，海南正生堂食品
有限公司在旧村建设了15亩益智育
苗场，目前已经向贫困户缴纳了6万
元地租，并提供了27个工作岗位。此
外，省委政研室还在协调龙泉集团到
旧村租用2000亩地种植毛豆；协调华
南农业大学热作研究中心洽谈引进火

龙果种植项目，利用旧村180亩种植
基地发展火龙果产业……

省委政研室负责人表示，今年，省
委政研室将从办公经费中节省20万
元投入旧村扶贫工作，引导贫困户发
展特色产业，扎实巩固脱贫成效。

（本报八所1月8日电）

东方市东河镇旧村贫困户领到蛋鸡扶贫项目第一笔分红

扶贫鸡下出“金蛋蛋”

百余户危房改造
竣工验收
贫困户、住困户额外获补贴
1万元改造厕所

本报洋浦1月8日电（记者曾毓
慧）“我们挑了个好日子搬进新房子
了，这房子宽敞亮堂，住得很舒服！”拆
掉老瓦房，建起了百余平方米平房，最
近，48岁的贫困户吴以敏心情很舒
畅，在家附近遇到熟人总要拉进来参
观一下他的新房。

吴以敏家在洋浦三都区办事处三
都村，原先一家五口人住的是低矮破
旧的瓦房。去年5月，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有关部门的帮扶下，吴以敏拆掉
了老房子，在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百
余平方米的平房，“政府给我们补贴了
7.5万元，才半年多就盖好了房子！”吴
以敏说，“政府还额外补贴了1万元给
我们建厕所。”据三都区办事处社会科
工作人员吴文卓介绍，为了更好普及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辖区D级危房
改造户以及住困户在享有危房改造补
贴的标准外，还可获得1万元的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补贴。

据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扶贫办
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经摸底核查，洋
浦三都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
造户116户，目前大多数危房改造户已
陆续乔迁新房。

安排产业帮扶资金1.34亿元

引导贫困户
发展6大项目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许克知

“这200箱蜜蜂，去年一年已经割
蜜近1000斤，赚了10万元以上。”1
月5日，临高县和舍镇新风村高龙村
民小组村民柯吉全说，感谢政府帮助
他发展养蜜蜂产业，让他实现脱贫并
走上致富路。

2016年初，柯吉全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柯吉全的帮扶责任人、临
高县财政局国库支付局工作人员钟虔
以及和舍镇工作人员来到柯吉全的家
里，帮他一起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解决
办法。“柯吉全很勤劳，脱贫致富的愿
望强烈。”钟虔说，在调查过程中还了
解到柯吉全懂得养蜜蜂的技术，但由
于缺乏资金、市场意识不强等原因，没
有走上规模化的养蜂道路。于是钟虔
协调有关部门为他提供了3.6万元的
帮扶资金，并帮助他向银行贷款2万
元，用于扩大养蜂规模。2017年，柯
吉全养蜂的数量达到了200箱，收获
了近1000斤蜂蜜，收入超过10万元。

据了解，临高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共安排产业帮扶资金13435万元，引导
贫困户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千亩凤梨基
地、天地人农业扶贫、道灶村马袅海鸭
养殖、布佛村果子狸养殖、罗忱村富康
竹狸养殖六大项目，变“输血”为“造
血”。目前，临高形成规模的重点产业
和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有45个，辐射
带动贫困户4008户18643人，覆盖率
83.94%。 （本报临城1月8日电）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今天一早，山里雾气还未散去，
三亚市天涯区台楼村村民黄德强麻
利地将20余只阉鸡入笼装车。不出
一会儿功夫，货车便满载着各户村民
送来的阉鸡、番鸭运送至三亚市区的
菜市场。“农家鸡自然喂养、肉质鲜
美，进城就成‘抢手货’啦，一只鸡能
卖一百元呢！”目送着货车驶离，黄德
强回到自家菜地，浇水、施肥、清扫，
开启新一天的劳作。

黄德强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忙人，
他忙着养阉鸡、养黑山羊、种槟榔
……充分利用自家土地和闲置空间，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借力电商等方式
将“山货”卖进城里，勤劳的他，去年
年收入超过5万元，成了村里的脱贫

“状元”。
然而，在一年多前，黄德强在村民

眼中还是个病怏怏的贫困汉。那时，为
治疗咽喉癌，黄德强耗尽了为数不多的
积蓄，体弱多病的他，也无法进行高强
度劳动，50平方米的房子由于无资金、

无劳动力修缮而破败不堪。缺资金、缺
产业、缺技术，被病魔折磨的黄德强身
心受到重创，一度失去发展信心。

就在黄德强最无助时，一群热心
人的到来，扭转了包括他在内的不少
三亚贫困户的困顿局面。去年初，台
楼村的党员干部带着驻村扶贫干部
和社工来到黄德强家中，为他带来了
鸡苗、鸭苗等帮扶物资，并通过社工
专业的心理辅导、亲情陪伴等方式，
手把手帮助他重拾起生活的信心。

“去年，天涯区在全省率先引进社

工参与扶贫，借助专业的社会工作帮
扶方法，给贫困户心理辅导，治愈心灵
创伤，并寻找到符合贫困户实际和特
点的脱贫方式，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三亚市天涯区农林局局长林唐华
介绍，去年，天涯区共投入150余万
元，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
方社工组织——友善社工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工作，在立新村和南岛居设立
固定的扶贫社工服务站，在全区推广
社会工作帮扶，提升脱贫效果。

（本报三亚1月8日电）

借助专业社工帮扶，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三亚天涯区引入“社工扶贫”效果好

儋州

1月5日，东方市东河镇旧村的贫困户领到了蛋鸡养殖项目投产后第一个
月的利润分红。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祖关村贫困户在采收茶树菇。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临高

洋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