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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典型

屯昌更丰村通过“村集体+企业+贫困户”的帮扶模式带动59户贫困户脱贫

从望“羊”兴叹到“养羊得益”

致富带头人林兴正在喂羊。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近来雨水多、温差大，小羊羔
免疫力低，最易感冒，一定要及时
做好防护。”今天，在屯昌县西昌镇
更丰村更丰牧业有限公司的黑山
羊养殖基地里，几只初生的小羊羔
正接受村民林兴和几位贫困户细
致地“体检”。更丰村昔日是一个
望“羊”兴叹的穷山村，如今因地制
宜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已带动59
户贫困户脱贫，让贫困户得到实实
在在的益处。

林兴是更丰牧业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也是村民们信赖的致富带头
人。在外打拼多年，学得一技之长
后，他返乡创业，成为当地有名的养
殖能手。2016年以来，他在贫瘠的
小村庄里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通
过“村集体+企业+贫困户”的帮扶
模式，带领村民们走出一条产业致
富路。

“以前说起更丰村，就是一个字
——穷。”更丰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哲
斌介绍，2016年，更丰村共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59户286人，贫困发生率
一度突破20%，被列入全省67个深
度贫困村之一。

更丰村的穷根源于缺乏产业带
动。“村里没有支柱产业，村集体收
入几乎为零，村民均以种植橡胶、槟
榔谋生，渠道单一，收入微薄。”叶哲
斌说，如何因地制宜，在村庄发展特
色产业，成为压在村民胸口的一块
大石。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市场上的黑山羊行情持续走高，村
里坡地、林地多，没法种植果蔬，却适
合种植优质牧草，养羊空间大。”
2016年，林兴瞄准了黑山羊养殖产
业，通过政府补贴和个人出资的方
式，投入50万元，建起黑山羊生态循

环养殖小区，决心带动村民们共同养
羊致富。

“建设养殖基地几乎花光了我
所有积蓄，就连买羊的钱都拿不出
来。”当时，林兴心里焦虑又无奈，只
得每天望着空荡荡的羊栏，不住叹
气。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向更丰
村的“两委”干部说出了自己的困难
和发展计划。

这个想法得到了村里党员干部
和帮扶单位的一致支持。“村里缺
产业，致富带头人缺资金，不如二

者互助发展，让养殖产业在村庄扎
根。”叶哲斌回忆，2017年 9月，村
委会向帮扶单位国家开发银行海
南省分行争取帮扶资金和物资共
计115万元，全数投入林兴的养殖
基地，为其扩建养殖小区，并送上
黑山羊种羊。

同时，村委会确定以争取到的
帮扶资金和物资与林兴的养殖小区
当作股本，双方共同组建更丰牧业
有限公司，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
公司成立后，必须每年向村集体分

红，并为59户贫困户和巩固户教授
养殖技术，提供相应工作岗位。

2017年下半年，公司一发展生
产，马上吸引了贫困户打工就业。“在
家门口打工，每月能领3000元工资，
还能学门技术。”贫困户王钦说，看着
养殖基地的黑山羊一天长得比一天
壮，自己学到的知识一天比一天多，
他对村庄的产业致富路充满希望。

更令人欣喜的是，产业发展激
发了村民们的发展意愿，贫困户们
通过打工就业、发展种养等多种方

式先后摘去穷帽，目前更丰村已有
56户贫困户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6%。

林兴说，近年黑山羊的市场行
情非常好，目前这批扶贫羊还没长
成就已经接到不少订单。村庄的扶
贫产业实践让他有了更大的梦想，

“我也是贫苦家庭出身，希望能够将
更丰村黑山羊品牌做大做强，创造
更好的经济效益，让更多的贫困户
从中受益。”

（本报屯城5月30日电）

罗牛山首批新丹系
种猪运抵北京
品牌影响力扩大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饶小
旭）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罗牛山10万头现代化
猪场第一批1600头新丹系种猪日前运抵北京大伟
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此次种猪交易，不仅促进
了罗牛山新丹系种猪品牌在北京、河北等省市及东
北地区的推广，还扩大了罗牛山新丹系种猪在全国
市场的影响力。

罗牛山10万头现代化猪场是我省首家全封闭
集约化、规模化物联网信息化管理养猪场，也是目前
国内单体规模较大的原种猪场，生产效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此次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罗牛山
十万头现代化猪场引进新丹系种猪共10578头。

海南银行与海口市秀英区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10个方面
开展合作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郑
甜）海南银行与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今天上午举
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互联网+农业”、
现代高效农业、新兴产业、文化体育旅游业等10个
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协调发展，服务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据悉，海南银行将不断创新特色产业金融，优化
金融服务，通过传统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
引入产业基金、开展投贷联动等多种创新形式参与
秀英区的建设，全方位支持秀英区的重点项目和产
业发展，积极为秀英区企事业法人和个人客户提供
专业高效、利率优惠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本报营根 5月 30 日电 （记者
郭畅 通讯员陈欢欢 王丽娟）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 5 月 29 日召开
2018年“脱贫摘帽”冲刺推进会，扎
实推进全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确
保琼中如期实现“脱贫摘帽”。推
进会强调，琼中各级扶贫干部要紧扣

突出问题，抓好整改落实，确保脱贫
攻坚各项工作部署按时按质按量完
成，在八大方面进行重点排查整改。

一、针对扶贫手册填写不规范、
内容不完整问题，要马上更新、查漏
补缺；二、针对错评、漏评、错退等问
题，要严格程序，加快核实评议；三、

针对贫困户收入未能稳定达到贫困
线以上的，要多措并举、增加收入；
四、针对危房改造进度慢、面积严重
超标等问题，要分清情况、加快解
决；五、针对教育补贴未发放到位的
问题，要逐项核对、纳入系统、及时
补发；六、针对低保和扶贫政策两项

制度衔接问题，要加快筛查、及时纳
入；七、针对贫困户对健康扶贫政策
不了解的问题，要加大宣传、及时帮
贫困户申请相应补助；八、针对贫困
户产业发展基础不扎实、脱贫不稳
定的问题，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全
面规范合作社管理。

本报椰林5月30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陈冰 陈思国 胡阳）“对
标整改，确保一人不漏一人不错，找
准问题，坚决抓好整改……”5月29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扶贫开发工
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
明确该县下一阶段扶贫工作目标
和任务。陵水11个乡镇及全县各帮
扶单位共140余名主要负责人分别
在会上立下“军令状”，坚决兑现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庄严承诺。
会上，该县针对2017年国检、省

检、第三方评估在陵水脱贫攻坚工作
检查中发现的存在问题进行责任分
解，列出整改工作目录，按照检查组
提出的160项整改措施细化到具体
单位、具体责任人。

据了解，陵水目前已成立打赢脱
贫攻坚战指挥部，设立10个专项工
作组、5个督查组、1个督办组，设置

县级党政分管领导，各乡镇、各帮扶
单位扶贫专职负责人，调整驻村第一
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招募100名离退
休干部扶贫志愿者，着力解决基层扶
贫工作职责不清、力量分散、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切实打通脱贫攻坚“最
后一公里”。

同时，陵水还将按照省扶贫开
发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设立脱
贫攻坚基层三级战斗队，将乡镇领

导及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员、村“两委”干部、帮扶责任人都编
入队伍，建立高效有力的脱贫攻坚
战时作战体系。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表示，陵
水将采取专项督查、集中检查、明察
暗访等形式，强化跟踪问责、过程监
督，及时了解掌握各乡镇、各部门问
题整改任务落实情况，全力以赴打
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苦仗、大仗。

陵水140余名帮扶负责人立“军令状”
将160项整改措施细化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

三亚今年将完成
200户农村危房改造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 （记者
孙婧）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有关部门
获悉，三亚将争取在今年9月前完
成全省危房改造目标200户，全力
推进扶贫攻坚工作。

据悉，当前三亚全市危房存量
430户，今年的危房改造任务是200
户，其中包括贫困户33户。为尽快
让贫困户有安全的住房，三亚抓紧
梳理、分类解决农村贫困户、低保户
和特困户等住房保障问题，对于未
达到“农村危房改造标准”（如未批
荡、厨厕不全、居住条件较差等）的
贫困户、低保户和特困户，将通过区
政府统筹、帮扶单位协助及社会力
量资助等渠道进行修缮，争取在今
年9月前完成全省危房改造目标。

海南首家本土
法人寿险公司获批开业

本报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郑立）近日，由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发起成立的海保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保人寿”）获中
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海保人寿开业，这也标志
着海南首家本土法人寿险公司即将开业运营。

海保人寿业务范围为：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
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分红型保险、
万能型保险，以及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以及银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海保人寿公司开业后两年内在省内开展业
务，两年后将根据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业务发展状况和
人才储备情况，逐步在海南省外设立分支机构。

琼中冲刺推进“脱贫摘帽”
重点排查整改八大方面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村民们正
在欣赏台上有关打赢脱贫攻坚战主
题的文艺节目。后排的村民为了看
得清晰、听得真切，纷纷踮起脚尖、
伸长脖子。这是5月29日晚上，儋
州市扶贫山歌戏下乡巡演在大成镇
新风村开展首场演出的热烈场景。

晚会上，小品《二十九个红包》讲
述外出暴富的某村村民大富，回乡发
红包炫富，却特地奚落曾经批评过他
的老人，引起村民公愤。最终，大富
思想转变，热心公益事业。该小品中

“家风不好影响到民风，民风不好影
响到乡风”的台词，引起全场观众的
共鸣，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演得太好了，我们受到了很深
的教育——脱贫致富要靠自己努
力，富起来后也要加强民风、乡风建
设。”当记者问起观感，大成镇新风
村村民陈拔超边说边竖起了大拇
指，一脸的期待，“希望以后能有更
多像这样能走进我们内心深处的演
出！”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

儋州打赢脱贫攻坚战文艺
晚会全市巡回演出

演出接地气
扶贫更走心

■ 本报评论员

读过历史的人，大都听说过“曹
刿论战”的典故。危急之下，弱小的
鲁国何以打败来犯的强大齐师？机
智的曹刿一语道出其中缘由——“夫
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领军打仗气
可鼓不可泄，必须一鼓作气、一气呵
成，这样才能坚定信心，激扬斗志，取
得最终胜利。领军作战如此，脱贫攻
坚亦如此。

脱贫攻坚是一项极其重要、极为严
肃的政治任务，是建设自贸区（港）的重
要前提和底线目标，我们必须将其如期

完成。而同时，脱贫攻坚又是一项持久
战，其间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以我
省扶贫工作为例，当前还存在不少问题
和短板，其中一些多具有长期性、复杂
性，解决起来绝非朝夕之功、一蹴而
就。再则说，产业的培育、基础设施的
建设、群众素质的提升、农村环境的改
善等都需要一个过程。这决定了脱贫
攻坚工作不干则罢，一干就要必须一鼓
作气、一干到底。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严峻的形
势，倘若我们扶贫紧一阵、松一阵，一
味走过场、搞形式，就会造成宝贵扶
贫资源的浪费，就会导致脱贫再返贫
现象的发生。事实上，这种现象在现

实中多有发生。例如，每逢上级检查
或考核，一些扶贫干部便搞集中攻
坚，扶贫工作做得轰轰烈烈，而一旦
检查结束，扶贫干部便懈怠下来，
工作力度大不如前。这种“运动式”
扶贫与中央精神相背离，与百姓期待
相违背，必须从严杜绝。

将扶贫一抓到底，要抓好“关键
少数”。大海航行靠舵手，如果说连

“关键少数”都没有足够的定力，扶起
贫来朝三暮四，又怎么能够上行下
效，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撸起袖子一干
到底。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端
正态度，作出表率，对脱贫攻坚工作
给以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同时，我

们要完善考核机制，经常“回头看”，
通过从严问责追责、媒体曝光等方
式，倒逼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绷紧抓脱
贫攻坚这根弦。

老话说得好，逆水行舟用力撑，
一篙松劲退千寻。精准扶贫不是一
场“运动”，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倘若
我们“松口劲”“歇歇脚”，心存懈怠，
就会像老话说的那样走下坡路，就无
法兑现“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
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
庄严承诺。所以说，我们必须保持足
够战略定力，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用
更加严实的作风、更加精准的措施，
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扶贫不能“松口气”“歇歇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系列谈①

◀上接A01版
比责任担当、比路径办法、比干部作风、比精神面貌、
比扶贫成效、比群众满意度，营造争先恐后、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强化责任体系，把压力层
层传到基层传到每个人，把责任层层压实压死，对此
次整改中不担当不作为，敷衍了事、造成不良后果的
要坚决依纪依规顶格问责，绝不姑息。要严格执行

“五个绝对不允许”，严禁弄虚作假，将实事求是原则
贯穿整改工作始终。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省委常委、三亚市
委书记严朝君在分会场出席会议。副省长、省打赢脱
贫攻坚战指挥部副指挥长刘平治在主会场出席会议。

省2017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推进
视频会议召开

◀上接A01版
进一步提升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性、紧迫性、艰巨
性的认识，铆足干劲，以更大力度推进。要分清轻重
缓急，做好工作摆布，突出重点、集中精力做好整改
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全省整改方案的既定
部署，有条不紊、有序推进，确保将问题整改到位。

刘平治就抓好产业扶贫、督促检查、宣传教育等
方面工作提了要求。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李军主持召开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第9次会议

国际旅游岛讲坛讲座
预告2018年第12讲
（总第339讲）

时间：6月2日（星期六）上午9：30—12：00
主讲人：刘恩专（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讲座主题：世界自由贸易港区发展经验
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