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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动态

脱贫攻坚进行时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通讯员 陈权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可任村
委会白准村，这座“掩藏”在山区腹地
的村庄从远处望去时若隐若现，云雾
缭绕。走进村时，村口有5只栩栩如
生的卡通松鼠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草坪上6头大小不一、憨态可掬的卡
通黑猪引人捧腹。行走在村里，参天
古树透射下光影斑驳，新鲜空气沁人
心脾，此时又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
感觉。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一座停留在在
建阶段许久的“半拉子”村庄。如今却
摇身一变，不仅将周遭自然风景融入到
村庄建设中，还挖掘出村子的“红色基
因”，结合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起了红色旅游和民宿开发。

昔日穷山村迎来了新变化。
“这是我见过的乡村中比较有特

色的一个。”从沈阳飞来白沙过冬的
“候鸟”老人蒋女士这样评价白准村。
在她眼里，村子道路两旁墙面上的红
军浮雕、随处可见的生产队元素，无不
触动着蒋女士这辈人内心的回忆。“这
是军民鱼水情！”说完蒋女士在村里拉
着老伙伴们合影，顺道一起聊聊属于
他们的红色记忆。

白准村能吸引蒋女士这样的“候
鸟”老人前来游览，既得益于村庄的自
然环境，同时也得益于区位优势。据
了解，白准村距离阜龙乡镇墟仅3公
里路程，对于居住在此的“候
鸟人群”来说是休闲放松
的好去处，而距离315
省道仅 6公里的路
程，也方便白准村
日后在万洋高速
建设中无缝衔接
上出入白沙的
快速通道。

既然拥有良
好的自然环境和
区位优势，为何白
准 村 却 发 展 不 起
来？“以前村里主要以

橡胶、水稻、经济林等为主要产业，不
仅方式单一，近几年胶价的波动更是
让村民们的收入进一步减少，贫困人
口脱贫难。”可任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志
恺说，白准村全村共有77户农户332
人，但在去年，贫困户仍有38户168
人。

随着白沙不断深入脱贫攻坚的工
作，在当地政府和省委统战部等帮扶
单位的积极引导下，白准村因地制宜
发展起了南药、槟榔、益智等经济作物
的种植，同时将养猪、养羊等养殖业引
入，做大了村里的扶贫产业。

同时为进一步帮助白准村群众摆
脱贫困现状，白沙在去年将白准村定
位为阜龙乡“美丽乡村”建设村庄。在
全面完成“五网”建设的基础上，再投
入资金698万元，就该村房屋外立面、
乡村绿化、基础文化设施等进行全面

升级改造。如今随着各项工作的全面
完成，白准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不敢想象原来贫困落后的白准，
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漂亮，我们也顺利
脱贫了！”白准村村民符有耀感慨良
多。看着村里一排排充满民族元素的
房屋整齐划一，村道两旁还有匠心独
具的浮雕，加之新房外墙上逼真的3D
立体墙画等独特的文化景观，让白准
村不仅自然风光独特，人文景观也随
处可见。

当群众脱贫了、乡村变美了，如何
才能让当地群众在享受美丽风光的同
时迎来可持续发展，给群众带来经济
效益？白沙给出的答案是引入企业，
开发民宿旅游。

2017年，阜龙乡通过积极探索、
结合地方实际引进了“百企帮百村”企

业之一的中合集团，以民宿建设为基
点，打造出白准村“圣哒哒”民宿，大力
推进了阜龙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也
帮助群众开拓了脱贫致富路。

截至目前，白准村“圣哒哒”民宿一
期改造升级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利用3
户贫困户的闲置房屋打造出了10间深
具黎族特色的民宿，外部环境、空间布
局到文化元素植入、乡村生活体现、配
套设施打造，均采用高标准打造。

“企业还提前向我们支付了未来
3年的房屋租金，我们也可以拿着这
笔钱发展更多的产业了。”已经享受到
民宿发展成效的白准村民符锡茂说，
这样多方受益的模式，他期待着继续
在村里推广开来。

据悉，已经装修完毕的“圣哒哒”民
宿一期将会在今年春节前正式开业，届
时农户们不仅可以享受到发展民宿带

来的固定房屋租金，而中合集团今后将
拿出民宿经营盈利的10%，对农户进
行分红。“‘圣哒哒’在黎族方言里是好
极了、棒极了的意思，取这个名字，我们
既希望游客们能在白准村收获棒极了
的旅游体验，也希望白准村取得好极了
的发展。”中合集团常务副总裁刘旦华
笑道，集团还将在经营民宿的同时，优
先保证本地农户的就业需求，让他们在
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

刘旦华同时表示，今年白准村的
“圣哒哒”民宿还将利用更多村里的闲
置住房投入特色民宿建设中来，并在
白准村打造127亩“圣哒哒”花海，引
进田园风光、乡村体验、农耕体验、休
闲观光于一体的旅游居住感受特色民
宿建设，推动当地旅游市场发展，让更
多群众吃上旅游饭，共同脱贫致富。

（本报牙叉1月24日电）

昔日穷山村，今日美乡村

白准村今后要“圣哒哒”

养鸽子过上好日子

一排排整齐的鸽笼排列在橡胶
树绿荫下，上万只鸽子或飞或立，场
面蔚为壮观。这个位于白沙牙叉镇
牙港村的鸽子养殖基地，也是白沙唯
一的专业养鸽基地。牙港村驻村第
一书记周世坚告诉记者，近两年来白

沙以扶贫产业为抓手，积极为贫困户
谋发展、选项目、找产业，像养鸽这样
立竿见影的“短平快”产业，一经启动
就得到了牙港村贫困户的青睐，村里
34户贫困户在2016年便主动申请加
入了合作社。

“银王鸽乳鸽生长快，饲养报酬
高，鸽肉嫩滑，具有很高的食用、观
赏及经济价值。”合作社负责人王文

瑞说，每年可出笼销售 10 次的频
率，能够迅速帮助贫困户实现增收
致富。

据了解，牙港村的鸽子养殖基地
采取了“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产
业”的运作模式，引进农业企业出资
建设的饲养间和工作间，同时一条龙
负责鸽子的饲养、孵化和销售。每个
来到合作社务工的贫困户每月还有

2000元的工资，极大提高了贫困户
的脱贫积极性。

“如今基地已有1万对种鸽，每
年能孵化幼鸽15万只，除去生产成
本年纯利润可达75万元，而贫困户
每人每年的分红不会少于2000元。”
周世坚说，对于人多地少的牙港村而
言，养鸽经济收入要远比橡胶、甘蔗、
渔业养殖及外出务工高得多。

白沙“一乡一品”奏响富民曲
农产品年产值预计达到1865万余元

本报牙叉1月24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王伟 通讯员陈权）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召开
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总结2017年经济工作
的同时，系统部署了今年经济工作，为进一步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宜居宜游的美好新白
沙打牢经济基础。

对2018年的经济发展工作，白沙定下了“绿
色高效发展”的基本导向，并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
前提、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主线、以补齐民生短
板为重点，全面铺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招商引
资、重点领域改革、污染防治、脱贫攻坚和改善民
生等6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三农”健康发展，以“美丽
海南百镇千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推动公共资源、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
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同时着力提升旅游发展水
平，实施“旅游＋”计划，并着重提高旅游产业
效益。

其次，白沙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
资，并重点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亩均效益高、
低耗能、无污染的高品质项目。据悉，白沙今年
计划实施的省、县重点项目达48个，年度计划
投资17.59亿元，为此白沙也将力争引进一批实
力雄厚、社会责任强、愿与百姓共享资源红利的
优质投资者。

此外白沙还将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和全力保障、
改善民生等领域继续发力，呵护好绿水青山，也要
让民众享受到发展红利。

白沙县委书记张蔚兰表示，白沙要认清经济
发展的短板和利好，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
守好绿水青山、坚持高质量发展，同时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决防
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等工作，推动白沙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2017年白沙全县
经济指标

白沙今年计划实施
48个省县重点项目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通讯员 陈权

银王鸽产业发展短期
效益高、果子狸飞地扶贫项
目发放24万余元分红、益
智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橡胶林下秀珍菇种植不断
扩大……近日来，白沙黎族
自治县各地扶贫产业捷报
频传，一张“一乡一品”的特
色产业发展版图也在白沙
慢慢形成。

白沙县农业局统计的
数据显示，2017年，白沙共
安排了2000万元的特色产
业发展资金，在全县各乡镇
发展起葡萄、百香果、反季
节凤梨、黄金地瓜、种桑养
蚕、牛大力、果蔗、黎药、秀
珍菇等种植类项目，及黑山
羊、黄牛、果子狸等养殖类
项目。通过特色产业发展
资金的带动，解决了扶贫产
业发展后劲有限的难题。

经过一年的发展，白沙
逐步形成的“一乡一品”产
业格局，年产值预计达到
1865万元，产业效益日益
凸显。

果子狸扶贫分红可观

“高峰村路远，我们一大早就赶过来
了，家里五口人能拿到2500元分红呢！”
近日，来自白沙南开乡高峰村委会方通
村的贫困户符志飞笑道，领取了分红，他

将用这笔资金继续扩大自家产业发展。
让符志飞喜获分红的项目其实

并不在他居住的高峰村里，而在数十
公里外的牙叉镇方香村，得益于白沙
陈富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果子狸养殖
产业，合作社参与的飞地扶贫项目已
为包括符志飞在内的128户贫困户

送去了24.2万元的分红。
据了解，去年牙叉镇便与南开乡

一起，按照党建引领脱贫的工作思
路，探索出了一条“党组织+合作社+
飞地产业扶贫”的创新生产经营路
子，通过陈富养殖专业合作社规模化
养殖果子狸的优势，带动周边贫困户

的同时，也帮助解决了南开乡高峰村
因地处于生态核心保护区无法进行
规模化种养项目的难题。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吸收贫困户
社员128户、484人，其中牙叉镇方香
村贫困户60户199人，南开乡高峰村
贫困户68户285人。

益智产业越做越红火

走在白沙青松乡蜿蜒的盘山路
上，两旁的橡胶林里随处可见益智、砂
仁等南药的身影。但在2012年之前，
白沙青松乡还是主要以橡胶、木薯、甘
蔗等传统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效益
不高、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等种种桎

梏，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较为困难。
从2013年开始，青松乡开始适当

调减木薯、甘蔗等传统低效产业，同时
不断扩大益智、砂仁等特色南药产业的
种植面积。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青松
乡如今的益智种植总面积已达到2.2万
亩，其中可收获面积6000亩，年产值近
800万元。而砂仁的计划种植面积也
有1.5万亩，推广开来后可收获面积

7000亩，年产值也能达到378万元。
近两年来，在白沙县委、县政府

的统一部署下，青松乡进一步加快转
变生产模式，不断鼓励群众发展林下
南药种植，同时配合各项扶贫工作的
落实，渐渐形成了以“橡胶+益智+砂
仁”的种植模式，带动了林下经济发
展。同时尝试“企业+农户”“企业+
基地+农户”“企业+农民合作组织+

农户”等多种经营形式，不断推进益
智、南药的市场化程度，有效规避了
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现如今，青松乡橡胶林下益智生长
活力十足，农户通过种植益智能实现年
均收益3000元至1万元，全乡有20户
农户以上单凭益智收入可达5万元，共
惠及贫困群众391户、1954人，也让
359户贫困群众顺利实现了脱贫。

秀珍菇种植别有洞天

“大家处理的时候要把活做细一
点，尽快打包好放到冷藏库。”近日，
在白沙阜龙乡的阿成养植专业合作
社里，阜龙乡新村党支部书记、产业
带头人高桂成正在和贫困户们一起

加工打包刚刚采摘下来的秀珍菇。
这片种植在橡胶林里的秀珍菇，

带动的贫困户已从去年的11户，增
加到了如今的139户。

一年多来，阜龙乡因地制宜，积
极引进秀珍菇项目，采取“政府+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
乡政府投资、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跟

踪服务、合作社统一种植管理及销
售，让阜龙迅速崛起了秀珍菇产业。
而随着合作社水井、冷库、种植大棚、
仓库、生产车间等配套设施的逐步完
善，秀珍菇年产量也从去年的20万
袋增加到了如今的30万袋。

“秀珍菇市场价格现在稳定在每斤7
元左右，今年我就可以带着139户、627

位乡亲一起脱贫了。”高桂成笑着说。
除了鸽子、果子狸、益智、秀珍菇等

初步形成的“一乡一品”产业外，在白沙
细水乡、七坊镇、打安镇、邦溪镇和金波
乡等地，凤梨、黄金地瓜、茶树菇、豪猪、
银鲈鱼等特色种养殖产业也正在逐步
做大做强，脱贫成效日益显现。

（本报牙叉1月24日电）

南开乡方通村、方香村
农产品：果子狸
合作模式：党组织+合作社+飞地产
业扶贫
效益：已为 128户贫困户送去了 24.2
万元的分红

青松乡
农产品：益智
合作模式：企业+农户
效益：农户可实现年均收益 3000元
至 10000 元，全乡有 20 户以上农户
收入可达50000元

阜龙乡新村
农产品：秀珍菇
合作模式：政府+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
效益：带动了 139户贫困户加入到
种植队伍中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2亿元
增长8.8%
固定资产投资16.37亿元

增长15.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74亿元

增长10.7%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342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39元

分别实现增长8.2%和11.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2.4%

生产总值

47.14亿元
增长6.2%

牙叉镇牙港村
农产品：银王鸽
合作模式：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产业
效益：企业出资建设饲养间和工作间，
负责鸽子的饲养、孵化和销售。每个在
此务工的贫困户每月有2000元工资

⬅ 游客在观赏“圣哒哒”民宿。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 蒙蒙细雨中的白沙白准村。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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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旅游扶贫成效显著

18个旅游扶贫村
近千人成功脱贫

本报牙叉1月24日电（记者刘笑非）记者今
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商务局获悉，去年
白沙共投入7984万元旅游扶贫资金，扶持18个
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借助旅游扶贫完成了250
户984名贫困群众的脱贫任务。

去年，白沙紧跟全省旅游扶贫步伐，以美丽乡
村旅游示范点建设为抓手，在全县扶持生态条件
良好同时富有文化特色内涵的贫困村大力发展乡
村生态旅游业，全面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完
成了邦溪镇南班村、打安镇打安村委会长岭村、阜
龙乡可任村委会可任村等9个旅游扶贫重点村的
整村推进改造工作，还成功将邦溪镇南班村打造
成为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

此外，白沙还加大乡村旅游项目投入和招商
引资力度，通过积极引进旅游企业，规划打造出
芭蕉风情小镇，并将芭蕉村旅游服务中心（温泉
小镇）、儿童逐梦园、有机农业园、热带雨林生态
旅游区、森林水乡游乐区、花海乡村体验区写进
规划。

借助旅游企业进入贫困地区的机会，白沙还
建立起省内旅游企业与18个旅游扶贫重点村的
联络帮扶机制，成功引导270名贫困户赴省内外
旅游企业就业。

借助春晚、元宵和“三月三”等传统节庆活动
的机会，白沙组织开展了系列乡村旅游民俗活
动，共吸引省内外游客4.06万人次，绿茶采摘体
验、黎族长桌宴、入门仪式等乡村民俗游在开拓
乡村旅游路线的同时，也丰富了白沙全域旅游发
展蓝图。

下一步，白沙将继续加大乡村旅游开发力度，
树立白沙民俗游旅游品牌形象、全力打造全新的
乡村旅游路线，助力白沙脱贫攻坚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