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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华雨共享农庄近来有些
“热闹”——栽种绿植、改造房屋……
随着一项项规划有序落实，共享农庄
所在的美伴村在没有大拆大建的情况
下，村庄环境实现整体提升。农庄负
责人陈学军按捺不住喜悦，计划着吸
收周边的种植基地，纳入统一管理，壮
大产业支撑，通过特色农业、乡村景
观、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引来更多高

层次的人才和资源，带动当地的经济
发展，让村民分享发展红利。

2017年，我省公布了首批涵盖
18个市县的 61个共享农庄创建试
点，并首次开设海南共享农庄体验
区，让大家深刻感受共享农庄的理
念。

在近日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上，省委书记刘赐贵强调，要以绿色生

态为先、产业发展为重、共享农庄为抓
手，投资者和老百姓互利共赢为目的，
坚持不懈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把全国
各地的人吸引到乡村创业、休闲度假，
带动乡村消费和发展。

琼海市是海南美丽乡村建设的缩
影。去年以来，省农业厅与琼海市委、
市政府一起打造的博鳌国家农业公
园、湿地红树林公园和沙美村美丽乡

村，正按总体方案和时间节点扎实有
序推进，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省农业厅厅长许云说，接下来，还
将以“海南共享农庄”创建为抓手，紧
紧抓住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和全域
旅游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继续推进
农业与旅游、度假、观光、养生等产业
深度融合，全面拓展农业新业态新功
能，推动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省进一步规范
进岛农药运输行为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陈奕霖）为维护
我省农药经营秩序，强化农药运输环节的监管，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前，省农业厅联合海南省交
通运输厅，向各市县交通运输局，口岸、农药检查
站、各货运企业下发了《关于严格农药产品运输监
督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规范进
岛农药运输行为。

《通知》要求，除目前我省已审批许可8家农
药批发企业采购的农药，以及经省农业厅批准用
于科研与推广示范的农药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购买、运输、携带农药进入我省。

同时，要求各口岸农药检查站应对进入我省的
农药产品进行检查，单位和个人运输的农药产品必
须具有我省已审批许可8家农药批发企业的农药产
品购销合同、承运合同和货运单据，对于无法提供前
述材料的，将依法严肃处理相关企业和责任人。

此外，各口岸农药检查站应检查单位和个人承
运农药的运输记录，如其承运的农药产品属于《海南
省农业厅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
使用农药名录的通告》中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
售、使用的农药，除经省政府批准的特殊需要的，将
告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要切实把好农药产品流通的源头关，各级农
业执法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联合相关部门，对物
流企业开展农药联合执法专项整治。

我省去年投入农业特色产业扶贫资金12.42亿元，实施项目1360个

牵住产业扶贫“牛鼻子”因地制宜拔“穷根”

“村子美了，客人来了，我
们的腰包也鼓起来了。”连日
来，随着天气好转，海口市新坡
镇仁里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村民麦典留腌制的酸菜不久
便销售一空。通过将美丽乡村
建设和脱贫攻坚统筹结合，推
进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新坡镇去年帮扶贫困户43
户179人顺利脱贫。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
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
进。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

新时代、新征程。在希望
的田野上，海南深耕细作，努
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我省打造“三产融合”新业态，扎实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融出农业新动能 乡村振兴大可为
■ 本报记者 陈奕霖

棚架上，一个个青瓜鲜嫩青翠；田
地里，一株株杭椒长势良好。在三亚
市天涯区新联村海南春蕾瓜菜生产基
地，黄秋葵、杭椒、青瓜、豇豆等冬季瓜
菜迎来了丰收。采摘好的瓜菜被送至
600米外的加工中心进行分拣、包装、
冷藏等处理，随后直接销往上海，进入
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调结构转方
式，构建绿色、生态、特色、高效的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增加冬

季瓜菜等热带高效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成效渐显。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在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各部门要
重点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
乡融合发展、农民增收“三篇文章”，加
大对“三农”的投入，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在海南落地生根。

2017年我省调减低效甘蔗种植面
积15.1万亩，累计已调减51.3万亩，剩
余36.6万亩。发展热带水果、种桑养
蚕、南药等高效替代产业。在全国率

先实现农药全程可溯。推广优质稻93
万亩，亩均产值提高20%。另外，我省
大力发展冬季瓜菜产业，冬季瓜菜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去冬今春新增种植
面积10万亩，达到300万亩，力促热
带水果产业增产增效，热带作物稳定
发展，畜牧业效益企稳回升。其中，东
方甜玉米30万亩、乐东蜜瓜25万亩、
三亚豇豆7万亩、陵水圣女果8万亩，
亩产效益均在3万元以上。

下一步，我省还将大力发展农业共
享经济，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

脱贫攻坚等工作部署，探索打造农业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
产融合”的“共享农庄”新业态。同时，加
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壮大一批龙
头企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大
力实施农产品公用品牌创建行动，认定
认证一批海南省名牌农产品、“三品一
标”农产品，力争在品牌引领下农产品
效益平均提升5%以上。着力构建农业
标准化生产体系；示范引导和带动全省
农业转变发展方式，把农业打造成真正
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品牌产业。

“政府的政策真是好！”最近几日，
领到了村里东山羊养殖合作社发放的
第4批分红2835元，三亚市吉阳区罗
蓬村村民兰学明非常兴奋，加入合作
社仅1年多，他就摘了“贫帽”，生活越
来越好。

2017年以来，我省农业部门紧盯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坚持扶产业、扶资

金、扶技能“三扶”并重和资金整合、生
产与市场结合、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三
合”并进的措施，支持各市县因地制宜
重点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筑牢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产业基础，构建持
续增收、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美这一目标，省农业部门还全力推动
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推
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并深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启
动改革试点工作，加快盘活村集体资
源性、经营性资产；大力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
农民财产性收益，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许云表示，省农业厅将继续落实
好省委、省政府《促进农民增收二十条
措施》和特色农产品调优增效、公用品
牌创建、撂荒地恢复生产等指导意见，
健全完善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机制，
强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落实，推动
农民收入健康稳定增长，确保我省农
民收入增幅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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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调减低效甘蔗

种植面积15.1万亩

累计已调减51.3万亩

恢复5万亩撂荒地生产

发展热带水果、种桑养蚕、南药
等高效替代产业

去冬今春新增冬季瓜菜

种植面积10万亩

达到300万亩

东方甜玉米30万亩

乐东蜜瓜25万亩

三亚豇豆7万亩

陵水圣女果8万亩

亩产效益均在3万元以上
建成村庄垃圾收集点

1.25万个
城市、乡镇、村庄三级保洁体系初步建成

垃圾收集覆盖全省100%行政村

抓抢机遇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转变方式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三扶”并重 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
罗担村黎凑村民小组，漫山遍野的益
智已抽出新芽。“等到5月份，又能收
获了。”黎凑村民小组组长王国龙说，
正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发展林下种益
智、发展养蜂等项目，让该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33户145人中的29户129
人顺利脱贫。

省农业厅产业脱贫办公室主任
李蛟进透露，去年，省农业部门整合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1亿元，重点支持
5个国定贫困县及部分市县建设产业
扶贫示范点，发展益智、百香果等28
个农业产业扶贫示范项目，共带动贫
困人口1.25万户5.87万人。

从冬季瓜菜、热带水果、南药、花
卉、茶叶到肉牛、山羊、桑蚕、家禽……
2017年，省农业厅加强扶贫产业规划，
引领各市县细化年度农业产业扶贫目

标和任务，因地制宜选择3个-5个特
色种养业着力发展，全省贫困户特色
产业覆盖率达到95%以上，有效带动
了村集体收益提升，贫困户收入增长。

构建多种产业帮扶模式

“公司免费发放种苗，负责收购，
每亩保底收入都有4000元。”每天，
五指山市通什镇什会村村民王梅霞
都会到自家的茶树地里，依照技术人
员教授的种植技术，仔细照料紫鹃茶
树。通过实行“公司+农户+基地+茶
科所”模式，该市“妙自然”茶叶公司
帮扶60余户贫困户种植“紫鹃”，并
打造茶叶种植、加工、销售和旅游观
光、采摘体验的产业格局。

这是我省围绕增收致富，创新产
业帮扶模式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
农业部门鼓励支持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积极参与产业扶贫工作，构建了多
种产业帮扶模式，实现了产业扶贫

“项目组织化、经营产业化、资金股份
化”，以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
保障贫困户的收益。

在万宁，“第一羊倌”翁贤明受理
托管代养133户贫困户东山羊530
多只，每个养殖周期为贫困户分红
5700余元，资产收益帮扶模式，解决
了贫困户技术不足的短板，可以获得
稳定收益；在定安，龙湖镇引入“娘艺
巧”酸菜加工企业，带动贫困户务工
脱贫，园区吸纳帮扶模式实现了“一
人打工，全家脱贫”的目标……

据悉，2017年，全省参与产业扶
贫的农业企业145个，其中龙头企业
28个，农民合作社676个，产业扶贫
组织化程度达87%。

补短板力促脱贫攻坚

“去年的产业扶贫工作实现了目
标任务，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产业结
构不够合理、技术服务不完全到位、

养殖环保压力比较大等问题。”李蛟
进表示，我省农业部门将进一步补足
短板，推动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

下一步，将积极推动特色产业调
优增效，重点发展10个种植业、10个
养殖业、10个加工业，引导贫困户种
植冬季瓜菜、优质地瓜等高效作物；
开展农产品公用品牌创建行动，力争
农产品效益平均提升5%以上。

同时，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创建80个
休闲农业示范点，力争直接带动3000
名贫困户就业，间接带动1.2万名贫困户
生产，使人均增收3000元-4000元。
此外，力争新上10个以上加工项目，吸
纳贫困人口就业，促进加工业发展。

除此之外，还将深度挖掘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优秀产业扶贫范例，
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提升产业扶
贫工作水平，促进扶贫农业产业健康
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 本报记者 陈奕霖

用扶贫贷款入股葡萄种植
企业，三亚北岭村18户贫困户喜
领万元分红；参与种植百香果半
年时间，临高多文镇凤雅村6户
贫困户人均分得2000元……新
年刚至，我省产业扶贫工作佳音
频传。

2017年，我省牵紧产业扶
贫“牛鼻子”，投入农业特色产业
扶贫资金12.42亿元，实施项目
1360个，在省农业部门指导下，各
市县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扎实推进
特色产业精准脱贫工作，筑牢贫困
地区产业发展基础。通过发展特
色产业，完成了脱贫和巩固提升
16.3万贫困人口的年度目标。

2017年
前三季度

脱贫攻坚进行时

农业观察

“三农”动态

全省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增加值
占整个农业增加值的
比重达

75.96%

实现商业化种植，计划扩种至5万亩

海南热带葡萄产业“熟了”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陈奕霖）记者今天
从省农业厅了解到，经过选择合适品种试种、攻克
种植技术难关，目前，海南热带葡萄产业已经“开花
结果”，在全省12个市县种植有2200余亩，下一
步，计划用5至10年时间，扩种至5万亩以上。

海口市灵山镇锦堂村葡萄种植基地于2012
年3月起试种葡萄，如今已连续6年挂果、12次采
摘，夏黑和巨峰两个葡萄品种每斤可以卖到30
元。亚海源实业有限公司葡萄基地已推广种植
478亩，每亩产量2800斤，售价在25元/斤以上
……如今正是海南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日前，省
农业厅举办的海南热带葡萄品牌推介暨采摘季活
动，吸引了大批电商、采购商以及市民参与。

优价源于优质。据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黄正恩
介绍，我省种植夏黑、阳光玫瑰、巨峰等多个品种，
经权威机构检测，鲜果甜度等指标均超过原产地，
达到优等级别。同时，海南葡萄上市的时间正是
其他地区葡萄供应的“空档期”，季节优势明显。

“葡萄种植产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海南冬季
水果的品种，能够填补市场空白，同时在全域旅游
的带动下，发展葡萄采摘休闲游，更能进一步带动
农户脱贫增收。”黄正恩表示，还将与上海交通大
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热带酿酒葡萄品种，发展
热带葡萄酒加工产业。

我省种植的葡萄迎来丰收。 省农业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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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厅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
体+贫困户”帮扶模式

发展黑山羊养殖
军田村整村脱贫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陈奕霖）“就是靠着
黑山羊标准化养殖产业，我们村2017年成功实现整
村脱贫出列。”今天，走进万宁市北大镇军田村黑山
羊标准化养殖基地，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
明书说，村里的32户贫困户都已顺利“摘帽”。

军田村属库区的迁安移民苗村，有3个村民小
组，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村民由于缺资金、技术，
难以发展养殖产业，2015年人均收入3200元。
2016年，在将军田村列为定点扶贫村后，省农业
厅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的模式，
发展黑山羊养殖。

“村党支部7名党员带领贫困户成立了养殖
合作社，随后省农业厅整合产业扶贫资金550万
元，建起羊舍，购买了520只种羊，交由畜牧龙头
企业统一饲养管理。”省农业厅派驻该村第一书记
倪世恒介绍，企业每年按照1：1的比例，向合作社
返还520只肉羊的收益。

黑山羊养殖需要大量牧草，倪世恒和村“两
委”班子就挨家挨户做工作，发动贫困户种植牧
草，增加收入。“每亩地1年最少能产出20吨牧
草，养殖公司按照300元/吨进行回收，1年可以
增加3万元的收入。”2017年，村民陈高文在自家
田地和租赁的荒地上种植了约5亩牧草。

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该厅下一步将继续
加大支持力度，把军田村打造成为全省黑山羊养
殖示范基地，把扶贫产业培育成优势特色产业。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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