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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动态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3月 29日下午，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阜龙乡新村的阿成养殖专业合
作社里，几名村民正忙着采摘新鲜
的秀珍菇。

又到秀珍菇丰收季，合作社的负
责人、新村党支部书记高桂成的脸上
却不见笑颜。“秀珍菇丰收了，但合作
社养的猪今年铁定亏了。”高桂成说，
猪肉价格不稳，养的肉猪一天却能吃
掉2000元的饲料。

“去年，白沙整合255万元发展
资金，帮助合作社扩大规模，全乡的
贫困户都加入到合作社里。我亏钱
没关系，贫困户投了钱年底没有分
红，那就是大问题了。”在高桂成看
来，猪肉的市场价格走低是导致亏
损的原因之一，合作社人手短缺同
样是问题。

“参与合作社的贫困户多，到合作
社来工作的贫困户却不多，有的贫困户
将扶贫资金交给合作社就等着拿分
红。这样短时间扶贫效果虽好，却极易
造成返贫。”高桂成说，这样的现实曾一
度让他缺乏信心。

但作为村支书，他肩负着村民们
的脱贫希望，也担着“扶志”的责任。

为此高桂成决定在合作社提供固定的
工作岗位，并开出每个月2000元的工
资，让贫困户机会参与到生产中，通过
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此外，高桂成还与负责提供技术
指导和跟踪服务的企业一起，开展各
类种植养殖培训。仅去年一年就开
班4期，成功培训农户160人，其中6
人顺利获得了技能等级证书、50余人
通过技能培训实现了就业，20多位贫
困户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如今，不断扩大规模的秀珍菇产
业已经有了11个菌包，按照每年可
以采摘3季计算，合作社一年的产值
已经超过了350万元。但高桂成却
仍不满足，“既要保障贫困户脱贫，还
要保证他们不能返贫。”高桂成说，他
今年计划继续开设培训班，接纳各地
贫困户前来学习，还要为有意愿自己
开展秀珍菇种植的贫困户提供菌
包。此外，还将利用废弃菌包作为有
机肥，开展绿色蔬菜种植，进一步扩
展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扶贫要扶志，扶贫不扶懒，能够
真正带动贫困户增收，帮助他们斩断
穷根，即使亏点钱，我也愿意。”作为
一名村支书，高桂成的决心很坚定。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白沙阜龙乡新村村支书高桂成种植秀珍菇，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扶贫不忘先扶志 增收还要斩穷根

高桂成（右）在阿成养殖专业合作社查看秀珍菇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试验推广木薯机械化种植技术

白沙建立我省首个木薯
全程机械化种植示范基地

本报牙叉3月 29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
讯员陈权）一直以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广
泛种植的木薯都主要采用传统的人工种植
方式，机械化程度低。近日，记者从白沙农
技推广部门获悉，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白
沙综合试验站成功在邦溪镇推广了木薯机
械化种植技术，将有效助力木薯产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

位于邦溪镇香岭村的木薯机械化种植
示范基地，是目前白沙首个推行机械化种
植、同时也是全省首个木薯全程机械化种植
试验示范基地。通过全机械化作业，一次性
便能完成开沟、施肥、切种等作业工序，种植
效率提高到了每小时6至8亩，同时还有效提
高了播种进度，破解了白沙木薯种植依赖传
统人工种植的方式，提升了木薯生产全程机
械化水平。

当地农户刘建理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的
30亩木薯原本要请来6位工人种植一星期才
能完成，如今引入了机械化作业，两天便能轻
松完成。

木薯作为白沙广泛种植的农作物，能够
开展机械作业将对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促进种植户增产
增收都具有重要意义。

白沙探索电商新模式，紧抓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

电商＋旅游“一出一进”助脱贫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权

从网上订购几斤来自白沙黎族
自治县的福才地瓜，在享受原生态美
味的同时，还能助力当地贫困户增
收；驱车去白沙阜龙乡白准村体验一
次乡村游，在重温红色记忆的同时，
也能为当地群众带来可观的收入。

去年来，白沙发展特色产业、培
育电商产业和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
坚，让当地贫困群众享受到了经济发
展带来的红利。

农村电商成增收新渠道

从白沙电商办获取的数据可以看
出，2017年白沙与13个电子商务平台
开展了合作，助力绿茶、鸡蛋、蜂蜜等
90多个品种的农产品触网销售，农产
品实现了面向全国的全网直销，发展了
个体网店、微店经营户539家，仅去年
一年，农产品线上交易额达6000余万
元，带动贫困群众人均增收1500多元。

2017年，在对全县贫困人口、电
商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考察了解后，白
沙探索电商新模式，以“服务商+贫困
户+网店+扶贫产业”为导向，推进

“一村一站，每站带3家以上有竞争
力的网店、每店带10户以上贫困户
销售农产品”的电商精准扶贫“1310”
帮扶机制，打造出了以综合示范县为
核心、以电商精准扶贫为重点的“1个
政策体系保障、1个电商公共服务网、
1套人才培训体系和5个平台建设”
的“1115”电商扶贫生态体系。

白沙新涌现了112家淘宝店和
427家微店，涉及贫困户195户，成功
带动贫困户数约2205户次、10730
人次，从事电商的贫困户或农户的网
上销售额也达到了631万元。

通过开设“一村一码、一社一码、
一户一码”的二维码模式，白沙做到了
22个扶贫村所有产业、合作社、从事
电商贫困户都开设有二维码，围绕每
个贫困村、合作社、贫困户的农产品种
类、数量、分布和产品进行季节性采

集，搭建起白沙电商信息数字平台。
白沙还在荣邦乡大岭居创建了

县域第一个微商销售团队，帮助当地
农户销售芒果、菠萝蜜等农产品，实
现销售额480多万元。

下一步，白沙将进一步加快推动电
商扶贫开发，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乡村旅游促农民增收

电商让贫困户家里的农货卖出
去赚钱，旅游扶贫则是吸引游客进
村，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去
年，白沙共投入旅游扶贫资金7984
万元，通过发展旅游产业直接带动贫
困户140户、413人，间接带动 510
人，18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则实现
脱贫250户984人。

白沙紧抓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点
建设，扶持生态条件良好及富有特色
文化内涵的贫困村大力发展乡村生
态旅游业，期间共完成了邦溪镇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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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重点村整村推进脱贫工作，还将邦
溪镇南班村成功打造成为乡村旅游
扶贫示范村。

同时，白沙还加大了乡村旅游项
目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旅
游企业打造出芭蕉风情小镇，目前还
在努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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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海乡村体验区等组成模块。此外还
引导旅游企业加入扶贫当中，建立起
的18个旅游扶贫重点村与省内旅游
企业结对帮扶名录，成功指导贫困户
赴省内外旅游企业就业270人。

白沙还充分利用春节、元宵以及
黎族“三月三”等节庆活动，组织开展
系列乡村旅游民俗活动，共吸引了省
内外游客4.06万人次，此外组织开展
的绿茶采摘体验、黎族长桌宴、入门仪
式等乡村民俗游不仅开拓了乡村旅游
路线，丰富白沙旅游产品，也实现了贫
困户增收。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白沙出台
“创文”实施方案
掀起新一轮精神文明建设热潮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陈权）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省社
会文明大行动动员暨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精神，掀起新一轮精神文明建设热潮，白沙黎
族自治县结合实际，于近日制定出台了《白沙
黎族自治县关于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
建文明白沙的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根据《方案》内容，白沙将于 2018 年至
2022年深入开展以“一项引领工程，五大文
明创建活动，九个专项行动”为重点内容的社
会文明大行动，为推动海南文明岛建设取得
突破性成效做出白沙贡献。白沙的《方案》不
仅明确提出了五大创建活动抓什么、怎么抓、
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也提出了明确的创建
目标：至2020年，白沙要进入省级文明城市
行列，全县至少有100户家庭成为县级及县
级以上文明家庭；至2022年，白沙要实现文
明生态村全覆盖，其中80%以上的村镇达到
县级及县级以上文明村镇的标准，同时力争
实现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和全县中小学文明校
园创建活动的全覆盖。

结合白沙县情，《方案》还明确了三个阶
段的实施步骤，提出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白
沙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其中第一步
是至2018年底，通过规划部署在白沙全面启
动文明大行动，力争用一年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步是至 2020 年底，全面实施文明大行
动，并针对凸显出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力
争三年时间迈上文明新台阶。第三步是至
2022年底进行全面总结，同时开展常态创建
工作，用五年的时间实现文明新风在白沙的
全覆盖。

驻站日记

生态建设展新颜
春到乡村美如画

白沙阜龙乡可任村委会白准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该村注重生态建设，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帮助群众
脱贫致富。图为俯瞰白准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白沙召开
志愿服务工作会议
表彰优秀志愿者团队和个人

本报牙叉3月 29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
讯员陈权）今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召开了
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在总结 2017 年、部署
2018年志愿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表彰了当地
的优秀志愿服务团队、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
优秀志愿者。

据了解，去年来在白沙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和大力支持下，白沙志工委积极引导广大
志愿者以“服务社会发展进步，服务人民群众
需求，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为宗旨，弘扬“奉
献、进步、互助、友爱”的志愿者精神，全年共
开展了“三月三”、“啦奥门”丰收活动、绿色骑
行、中国青年电商论坛等大型志愿活动。同
时还开展了关爱、助残、禁毒、文明交通、绿色
环保等志愿服务190多场次，参与人次数达
到 33342 人，服务时长累计达 166811 小时，
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
出了积极贡献。

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志愿服务工
作，白沙也对志愿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加
强思想引领，认识新时期深入推进志愿服务
工作的重要意义，也要加强制度化建设，提升
志愿服务工作吸引力、凝聚力和有效覆盖
面。白沙也将整合资源，不断加强志愿者队
伍建设，注重加强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
白沙营造志愿服务良好氛围。

此外，白沙还将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以期在全县形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社会新风尚。并发挥团队智慧力量、拓展志
愿服务内容与形式，力争用实际行动将爱心
辐射到更多的群体，为推进白沙文明大行动
贡献志愿力量。

白沙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
种植花梨1100株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陈权）近日，白沙
黎族自治县四套班子成员来到牙
叉镇志针村，与基层干部和群众
一起开展了义务植树月活动。此
次植树活动旨在通过掀起“全党
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义务植树热潮，推进“绿化
宝岛”大行动，保护和修复白沙的
自然生态系统。

此次植树活动共计义务种下
1100株以花梨苗为主的树种，植
树面积近11.5亩。在此次植树活
动后，白沙还将继续组织义务植
树活动。

据了解，白沙近年来不断加
强生态环境建设，在每年开展“绿
化宝岛”大行动推进造林的同时，
还多次组织和号召全县干部群众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在全县形成
了“人人参与植树、人人爱护树
木”的社会氛围。

白沙邦溪镇近
百亩南瓜喜获丰收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陈权）27日上午，白
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南班村的广
场上堆满了瓜农们刚刚从地里采
摘回来的南瓜。瓜农们在现场将
采摘好的南瓜进行分批包装打包，
准备装运给客商。

近年来，邦溪镇秉持着帮助
农民增收的目标，以产业扶贫、产
业富民为平台，积极发展适销对
路的农产品，将扶贫产业作为脱
贫摘帽的重要抓手，带动一批贫
困户实现增收脱贫。而此次丰收
的南瓜正是在尝试种植多个瓜菜
品种后确定下的扶贫产业。

据了解，位于南班村的种植
基地，自去年起采用“合作社+农
户”的种植模式，共种植南瓜 98
亩。若按照亩产 2800 斤、每斤
1.5元左右的收购价计算，此次收
获的南瓜将为当地的 43 户贫困
户带来近40万元的收入，扣除种
植成本，每户农户将能分到近
4000元。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走乡入村采
访，扶贫是一个随处都能发现的主
题。作为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
白沙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方面做出的
探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少不
了像高桂成一样的基层干部的默默
奉献。

采访后，在与高桂成的闲聊中不
难发现，部分贫困户缺乏上进心、光
靠分红期待脱贫曾困扰他很长时

间。这也不是个例，在记者深入白沙
南开乡、青松乡等地采访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能听到基层扶贫干部的“抱
怨”，但他们也都做出了和高桂成一
样的选择：走到贫困户家里谈谈心、
说说话，用好政策、好产业、好工作去
激发他们的发展动力。

高桂成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
记，在努力发展产业之余，还肩负

村里的日常工作，抽出时间到贫困
户家里去做工作，牺牲的是他自己
的空闲时间，但他总用“尽力而为”
来感染身边的干部群众，同时凸显
脱贫攻坚的决心。

今年作为扶贫战役中“三年脱贫
攻坚”的关键之年，需要像高桂成一样
的基层干部再加把力，在努力推动扶
贫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大“扶志”的力

度，让贫困群众在享受扶贫好政策的
同时，主动出击，参与到产业发展中，
自力更生，用双手实现脱贫增收。

今年，白沙把脱贫质量放在了脱
贫攻坚战的首位，旨在聚焦深度贫
困，通过统筹整合力量、集中攻坚，实
现 7 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出列、剩余
1342 户 5191 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同时还将继续加大资金投入，推动贫

困革命老区建设和繁荣发展，确保脱
掉“贫困县”的帽子。

脱贫质量，需要县域整体统筹脱
贫计划，更需要基层的扶贫干部继续
走进贫困户家里、把脱贫攻坚的信心
送进贫困户心里。

高桂成有决心也有信心，白沙的
基层扶贫干部们同样如此。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

扶贫扶志不扶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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