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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1万只（尾）

辐射带动
贫困人口
6.8万户

28.8万人

贫困户特色产业覆盖率
达到90%以上

产业扶贫组织化程度
达到87%

建设产业项目
1367个
种植面积
13.58万亩

2017年工作成绩

全省特色产业
投入 12.42亿元
增幅达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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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动态

我省强化
出岛瓜果菜质量监管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零”发生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陈奕霖）记者今天
从省农业厅获悉，近期，我省出岛瓜果菜呈现品种和
数量“双增”态势，日均达2000余车次。为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故“零”发生，海口新海港、南港、秀英港

“三港”码头出岛农产品检查检测站强化出岛瓜果菜
质量监管，加大了持证检查和抽样复检的工作力度。

据了解，为应对瓜菜出岛高峰，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故“零”发生，各码头农产品检测站均增
加了人力，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进一步完善工
作流程，严格执行《码头检查站车辆检查处置工作
程序》。做到查验报告单、核对货品、抽样复检、遣
返告知、即时反馈、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等程序，
保证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快速处置。

同时，严格落实瓜菜持证出岛制度，对无“农
产品农残检测合格证”车辆，一律进行登记并遣返
原产地补检；对豇豆、四季豆、西瓜、苦瓜等品种进
行重点抽样复检，复检不合格的产品，立即遣返，
并通知原产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该车辆的产品
进行溯源，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置，力保出岛农产
品“合格产品、无一错漏、车车入册、辆辆过检”。

■ 本报记者 陈奕霖

“养鸡赚到了钱，日子也变好了，
吃每顿饭都香！”3月26日上午，在文
昌市抱罗镇湖塘村的养鸡场内，61岁
的贫困户陈勇开心地说。

草帽下，陈勇满脸笑容，眯起的眼
睛里是藏不住的喜意。他的喜悦源自
在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传味公司）的帮扶下，发展
文昌鸡养殖产业，短短一年内，就让他
家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大变化，不仅脱
贫在望，致富也不再遥远。

以前，陈勇和老伴儿一起在村里
种植了30余亩水稻和瓜菜，但由于土
地贫瘠产出少，收入仅够一家人勉强
过日子。2016年，陈勇被发现患有冠

心病，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他家因此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作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我
们有责任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传味
公司总经理助理陈益勇说，该公司通
过抱罗镇政府了解到陈勇的情况，并
确认其有意愿也有条件养殖文昌鸡
后，2017年2月开始对其展开帮扶，
不仅免除了1万元的加盟费用，还垫
资7万元为陈勇一家搭建6个鸡舍，
并免费发放鸡苗和饲料。

“公司的技术员每隔两三天就来
一趟，教我们养殖和防疫技术。”陈勇
告诉记者，如今在公司的支持下，生产
比过去要轻松很多，而收入也更高，
2017年先后出栏了两批阉鸡和一批

母鸡，由公司回收后，收入7万余元。
像陈勇这样靠养鸡脱贫致富的贫

困户，在文昌还有不少。2017年以
来，传味公司自主投入资金570万元，
推进“公司+贫困户”委托养殖模式，
吸纳抱罗镇、东阁镇等乡镇的贫困户
养殖文昌鸡，共发放鸡苗35万只，并
负责保价回收养殖的文昌鸡产品。通
过统一提供种苗、饲料、防疫、管理及
销售渠道，保障贫困户收益，实现了户
均收入6万元。

“目前，公司分别在抱罗、公坡、昌
洒、翁田、东阁和锦山等乡镇实施了产
业帮扶，以入股分红、带动养殖、联合
养殖和直接就业等帮扶形式，联结贫
困户161户750人。”陈益勇表示，下
一步，将在做大做强文昌鸡产业“大

盘”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更多双赢效益
高的帮扶形式，全面提升帮扶质量，促
进扶贫产业纵深发展。此外，还将逐
步把文昌鸡扶贫产业向适宜发展的镇
域扩散，让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和获利，
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和记者交谈中，陈勇没有闲着，拿
起小半袋饲料倒进食槽内，引来了林
子里散养的鸡竞相啄食。对于这些让
自家生活越过越好的“宝贝”，他和小
儿子每天都会精心照看。“把管理做
好，鸡的存活率提高，公司还会加大投
入，我们也能有更多的收益。”仅养殖
了一年已经有盈余，陈勇发展产业的
信心更加坚定，“扩大规模，再养殖几
年，肯定能够奔小康。”

（本报文城3月28日电）

去年琼中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11.6%
增幅位居全省第一

本报营根3月28日电（记者陈奕霖）以脱贫
攻坚为引领，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支
撑，近年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扎实推进“三农”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记者今天从琼中县
政府获悉，2017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0840元，同比增长11.6%，增幅排名全省第
一；实现年度脱贫2346户9530人。

据介绍，2017年琼中共投入特色产业发展资金
1.3亿余元，在巩固提升橡胶、槟榔等传统大宗农作
物的基础上，扶持种桑养蚕、益智、油茶、稻鱼共生、
养蜂、养牛、养羊、养鹅、养山鸡等特色产业化种养殖
项目31个。累计发展桑园2.5万亩，综合效益达到
4140万元；益智6.9万亩，产值达到7500万元；引导
成立养羊农民专业合作社3家，农民养羊专业户3
户，全年出栏商品羊2.7万只，产值5200万元。

同时，琼中去年还整合投入产业扶贫资金0.8
亿元，实施农业特色项目65个，采取“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种养大户+基地+贫困
户”四种模式，带动5569户贫困户通过资源入股、
劳务报酬、收益分红等方式抱团发展。

此外，针对长期以来产业发展“小、散、弱”，农
户分散经营，缺资金、缺技术、缺组织性，销售渠道
不畅等问题，琼中大力扶持和培育各类经营主体，
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目前已
扶持培育农业企业14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549家，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1100名，打造示范村
90个，带动农户1.2万余户，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2018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把脱贫质量放在
首位，聚焦深度贫困，统筹整合力量、
集中攻坚……推动组织化产业帮扶全
覆盖，使脱贫户都有稳定增收产业。

为保障产业扶贫切实取得成效，
我省农业部门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方略，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提高产业
扶贫质量。

一方面，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引领、带动贫困地区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扶持壮大新
型经营主体，确保每个主导产业都有
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把小农生产引入
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提高扶贫产业组
织化程度和质量，实现年度扶贫项目
产业化、组织化100%帮扶全覆盖；完
善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的利益连接机
制，推动贫困户以土地或扶贫资金入
股，在产业发展中充分获益。

另一方面，推动贫困地区合理整
合利用各村集体资源，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通过采取“村集体+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资产收益扶
贫”等模式，解决好“空壳村”经济发
展难题。

除此之外，省农业部门还将着力
抓好市场销售渠道的开拓与对接，充
分利用“冬交会”、农产品电商等交易
平台，拓宽贫困群众农产品销售渠

道，保障贫困户的收益，并探索建立
完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做到脱贫不
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

据了解，通过大力实施农业特色
产业扶贫，筑牢贫困户稳定脱贫根
基，我省将在今年内实现减少贫困人
口8.3万人，5个国定贫困县摘帽出
列、83个贫困村整村退出，220个贫
困村巩固提升的目标。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屯昌推进
县域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累计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7万余亩

本报屯城3月2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记者从屯昌县农业局获悉，屯昌将以更高标
准、更广区域和更深层次推进全县域生态循环农
业建设，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为7.02
万亩，落实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选址57个。
该县将在健全、完善生态循环农业系统的同时，实
施品牌兴农战略，努力打造屯昌农业“王牌”。

统计，屯昌2017年已完成高标准农田1.3万
亩，总投资6350万元。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建成
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为7.02万亩，占全县基本农
田面积的16.49%；落实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
选址57个，动工12个，完工7个（沼气与水肥一体
会管道安装完成），灌溉面积1400亩；通过测土配
方和地力检测，实现精准施肥，改良土壤2万亩，
土地资源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时，该县推进污染源治理，全面推动生态化生
产，在完成全县所有畜禽规模养殖场升级改造并达到
养殖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基础上，结合屯昌丘陵地区耕
地分散、单块面积小的特点，推动建立生态循环养殖
小区，实现农业生产小循环。据统计，通过污染源治
理，目前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5%，年沼液沼渣利用量19万吨，既解决畜禽养殖场
污染问题，又促进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下一步，屯昌县将继续推动农产品标准化和
品牌化，加快推进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提升屯昌农
产品市场影响力，努力打造屯昌农业“王牌”。

我省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壮大特色产业，确保今年完成减少贫困人口8.3万人

兴一批产业 富一方百姓

■ 本报记者 陈奕霖

“政府和公司帮扶了这
么多，我自己也不能落后，
要努力脱贫奔小康。”3月
28日，东方市大田镇贫困户
符因色跟往常一样，一大早
便来到广鑫牧业有限公司
给羊舍里的黑山羊喂食。
去年，符因色和妻子一同加
入公司，成为黑山羊饲养
员，家里的生活从此大有起
色。“在家门口就业，两个人
的月收入就有5000多元。”

过去一年，我省加大产
业扶贫工作力度，以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扶贫为重点，以
构建利益联结长效机制为
主线，全面提升产业扶贫工
作质量，共辐射带动16.3万
人依靠农业产业脱贫，产业
扶贫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和显著成效。

省农业厅厅长许云表
示，今年我省各级农业部
门将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
的部署，以乡村振兴为引
领，精准推进产业扶贫、提
升产业组织化程度、拓宽
市场销售渠道、发展集体
经济、加强统筹整合资金
等问题，全力抓好农业产
业扶贫工作，坚决打好脱贫
攻坚战。

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产
业兴旺是重点。

“如果村里没有发展产业，我们
也不会有现在的好生活。”李英芳是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塘坊村的
贫困户，2016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
发展野猪养殖产业，在当地政府的
帮助下，李英芳家不仅入股合作社，
她和丈夫还在合作社帮工，有了两
份工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也从此

逐渐变得宽裕起来。“工资加上分
红，一年的收入有7万元。”李英芳
说，靠着村里的特色养殖产业，钱包
鼓了、贫帽摘了，奔小康的信心也更
足了。

“去年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出
栏1500头，纯利润达90万元。”塘坊
村驻村第一书记符锡汉高兴地告诉
记者，如今，野猪俨然成了“金猪”，在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贫困

户）”模式的带动下，到去年底，该村
贫困户68户304人已经全部脱贫。

和李英芳一样，我省众多贫困户
通过产业扶贫尝到了“甜头”。回望
2017年产业扶贫“成绩单”：我省特
色产业投入12.42亿元，建设产业项
目1367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
覆盖率超90%……已基本做到了村
村有产业、户户有产业带动。

今年，我省农业部门还将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引领，全方位做好农业产
业扶贫工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推
进产业扶贫落实。实施“双一工程”，
实现脱贫户每一户都有一项稳定增
收产业，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贫
困户都有一个劳动力稳定就业，稳
固脱贫质量。力争在乡村振兴中打
赢脱贫攻坚战，以打赢脱贫攻坚战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
的基础。

以乡村振兴引领产业扶贫

“去年菊花扶贫项目给我家分红
3600元，加上在基地的务工收入，比
以前好多了。”谈起过去一年的变化，
临高县多文镇多郎村村民王菜秋笑
得合不拢嘴。在多郎村，不少贫困户
靠高山香菊种植项目获得分红款和
务工收入，摘掉了“贫困帽”。

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贫
困地区而言，只有发展产业，才能积
蓄长期持久、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力

量；只有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才能增
强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支持贫困户
参与产业发展，就等于为贫困户栽下
了“摇钱树”，有了稳定收入，脱贫才
更有保障。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增
收脱贫。去年，省农业部门加强扶贫
产业规划，引领各市县细化年度农业
产业扶贫目标和任务，按照“短、中、
长”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特

色种养业着力发展，实现全省贫困户
特色产业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同
时，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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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贫困人口1.25万户5.87
万人。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
之策，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则是

产业扶贫的关键。”许云说，我省今
年还将加大力扶持特色产业继续发
展壮大，省农业厅将尽快出台全省
农业产业扶贫指导意见，指导制定
实施年度产业脱贫工作计划，加大
资金、项目、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扶
持力度，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力
争做到每个市县发展和巩固3个—5
个脱贫主导产业，每个村有1个特色
产业。

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综合施策保障精准脱贫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优势产业助脱贫

养文昌鸡成了村民脱贫致富好产业

为农业插上
科技“翅膀”
3月26日，在陵水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工人在管理通过搁架吊蔓
式栽培技术种植的詹妮瑞番茄。

据了解，陵水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总规划面积1.1万亩，总投资
19.8亿元，是融合了农业科技研
发、高效设施农业生产、物流加工
交易、“互联网+农业”创新示范、科
普教育、培训接待、会议论坛、休闲
农业观光旅游等产业布局的省级
农业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作为屯昌县循环农业的配套项目，屯昌华农有
机肥厂每年可处理全县养殖企业粪便20万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陈勇正在喂鸡。
本报记者 陈奕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