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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动态

本期热点

全县建成50个农村电商服务站，吸引700多名青年加入电商行业

白沙电商崛起助黎家圆致富梦

“茶叶4708件，销售额
27.7万元；蜂蜜353件，销售
额4.5万元；芒果13万公斤，
销售额28.3万元……”截至
6月25日，一年一度的白沙
电商“6·18”购物节暨电商农
夫集市才“开市”10天，就收
获了喜人的销售业绩。

白沙黎族自治县科工
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创建全省第一个县级电
子商务产业园，到线上订单
总量逼近 75 万单，总交易
额突破 1.4 亿元，带动超过
2000 户农户销售农产品，
拿下这一系列电商发展的
“成绩单”，白沙仅花了2年
零3个月时间。

从创建全省第一个县级
电商精准扶贫运营中心，到
全县建成50个农村电商服
务站，覆盖全县11个乡镇和
2个农场，22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到从事电商的贫困户
人均增收约 1400元，90多
种特色农产品触网直销，白
沙仅花了1年零3个月时间。

白沙，这个常住人口约
20万的山区市县，在过去2
年多时间里，敢闯、敢拼，走
出了一条令人刮目相看的电
商发展之路，涌现出一个又
一个“草根”电商达人。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我们福才村种植的地瓜，谁吃
了都夸口感好，以前种地瓜就愁销路
不好，现在就怕订单来了没货发给人
家！”上周六，白沙元门乡福才村村民
王诚干一边盯着微店页面信息，一边
熟练地操作鼠标、键盘回复客户的问
题，脸上露出笑容。

2016年底，王诚干在村里第一
个“吃螃蟹”开始经营微店，短短一

年半时间，他已经成为当地知名的
地瓜销售电商。在王诚干的带动示
范下，福才村67户中已有60户学会
经营微店。今年以来，福才村地瓜
月销量超过3万公斤，价格在16元
一公斤左右，种地瓜的村民腰包鼓
了起来。

今年3月底，首届白沙电商“春
季盛宴”暨福才地瓜上市启动大会在

福才村举行，广东日日升连锁超市等
10个优质采购商前来洽谈合作，地瓜
订单金额很快突破200万元。近年
来，借助电商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
白沙毛薯、福才地瓜、金钱南瓜等特
色农产品也越来越受到省内外客户
青睐。

2016年以来，白沙把电商扶贫
与产业培育相结合，着力打造特色品

牌，先是注册了白沙生态农业公共标
识，让白沙农产品有了自己的地理标
志；同时对地瓜、毛薯、生姜、玉米、山
兰米等白沙生态农产品进行认证，尤
其是对咖啡、红心橙、紫玉淮山等12
个农产品进行“三品一标”资质的申
报认证，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和知名度，一批又一批的白沙特色农
产品网上销量持续攀升。

打造一批“网红”农产品

“我们大岭拥有独特的山坡地
貌，以及风化石土质，非常适合种植
热带水果，产出的水果皮薄汁甜，口
感特别棒……”说起大岭农场的水
果，白沙荣邦乡大岭居“80后”姑娘郑
云侃侃而谈。

2016年初，白沙电商办来到荣
邦乡大岭居免费为农户培训电商知
识，授课讲师不仅系统地讲解了电商
理论知识，还教会了农户们不少实用

操作技术，这也让前来听课的郑云受
益匪浅，并开始经营微店。今年 4
月，在“三月三”白沙美食展销会上，
郑云免费让游客试吃产自大岭农场
的水果，她因此在微信上收获了数百
名“粉丝”。

两三个月后，到了水果成熟的季
节，郑云将大岭水果的销售信息推至
微店上，水果销量不断攀升，有时一
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在白沙电商办

讲师的指导下，她开始尝试招收代
理，然后根据销售情况给予对方相应
的佣金；截至今年4月，郑云已经发
展了40多名代理。据统计，短短2年
时间里，郑云已带动周边20多户农
户发展水果产业，牛油果销售金额超
过36万元，芒果销售金额也达到20
多万元。此外，郑云还帮农户销售各
类水果种苗、野灵芝、胡椒、土蜂蜜
等，助农户增收共计70多万元。

白沙科工信局局长黄国宇介
绍，近两年以来，通过制定全县电商
发展规划，该县有关部门开设的电
商创业培训、农村电子商务讲师培
训等培训项目，累计吸引700多名
青年加入电商行业，全县涌现出福
才地瓜电商王诚干、打安蜂蜜电商
高胜章等一群“草根”创业达人，为
白沙农村电商产业的长远发展注入
不竭动力。

涌现一群“草根”创业达人

昨天上午，在牙叉镇营盘村的田
地里，看着刚播种没多久的毛薯吐嫩
出新芽，贫困户符秀珍挥锄松土时显
得干劲更足了。

“以前天天骑着车，或是隔几天
挑着担子去集市上卖毛薯，有时五毛
钱一公斤都没人要。”3个月前，贫困
户符秀珍及其他3户农户种植的毛
薯喜获丰收，却苦于没有销路，心情
十分焦急。前不久，县有关部门牵线
搭桥，电商企业主动下乡帮忙收购毛
薯然后在微店上销售。“不到半个月

的时间，1万公斤的毛薯就全卖光了，
价格在每公斤4元以上！”

“再这么干一两年，致富准没问
题！”羊亚记是青松乡南雅村的脱贫户，
2016年以来，他在白沙电商精准扶贫
运营中心接受培训后，开始经营微店，
带动同村11户农户上山采集蜂蜜和灵
芝在网上销售，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据悉，今年2月中旬，历时3天的
2018 年电商年货节在白沙成功举
办。白沙电商协会与打安镇紫玉淮
山种植户达成了60万公斤的紫玉淮

山购销协议，电商精准扶贫运营中心
与福才地瓜种植户达成了28万公斤
的福才地瓜购销协议。3天的时间
里，线上销售额近10万元，线下销售
额达3万多元。

近年来，白沙各级扶贫部门创新
机制，通过“电商+产业”扶贫模式，加
快了贫困户的脱贫步伐。2017年1
月，白沙在全省率先出台了《白沙黎
族自治县电商精准扶贫三年攻坚工
作实施方案》，通过产品挖掘、包装定
位、品牌建设、网店开发、运营推广和

物流补贴的全产业链服务，梳理出22
个贫困村和扶贫合作社的主导扶贫
产品22种，推动“名特优先”、“一村
一品”农产品网上营销，帮助农民转
型触网，实现增收脱贫。

此外，白沙还通过不断完善光网
覆盖、网络物流建设、人才培训等方
式，把白沙电商的基础进一步筑牢压
实，制定贫困村光纤覆盖工程计划，
加快推进光纤入贫困村各项工作。
目前，11个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村已实
现光纤全覆盖。

打赢一场脱贫攻坚战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一台电脑、
一家微店、一个“掌柜”，促成一笔又
一笔的网上交易，白沙农村电商悄
然崛起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用心”
的系统工程。

白沙电商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发
展农村电商，既要有宏观、精准的顶层
设计，也离不开镇村基层一线的“手把
手”扶持与传授。近年来，白沙在完善
电商物流体系上下了不少功夫。在下
行方面，白沙引进“菜鸟物流”解决货
物从县到乡镇到村庄的配送问题，以

农村淘宝“村小二”为最基层的物流配
送员，为每名“村小二”配备物流车辆
解决物流运输“最后一公里”问题。在
上行方面，以“村小二”为最基层的收
件员，农村淘宝为最基层收集点，相关
农产品通过“菜鸟物流”的物流渠道出
村，节约了物流成本。

以牙叉镇、七坊镇、荣邦乡为例，
目前这3个乡镇均已建立农产品上
行集散中心，实现农产品统一包装、
统一打包、统一品控。同时，各乡镇
与邮政、圆通等物流企业深度合作，

出台物流上行补贴政策，逐渐完善了
快递物流体系，这也为白沙黎家特色
农产品“飞”出大山夯实了基础。

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张蔚
兰表示，接下来，白沙各级扶贫部门
还将紧密结合电商精准帮扶政策，
通过推动贫困村产业规划、品牌建
设、网店开发、人才培训等相关工
作，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码村”信
息平台，最终实现措施精准、帮扶精
准、脱贫精准。与此同时，白沙还将
继续实施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推进白沙电商扶贫生态
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快村级服务站
点的覆盖建设。

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规划，白
沙将继续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针
对不同创业主体制定培训计划，出台
相应扶持政策，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
与电子商务创业就业，推动农村电商
发展成为创新农产品交易方式、增加
农民收入、引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

完善一个新业态体系

全县539户“零就业”家庭
全部签订就业协议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 通讯员陈权）“我腿脚虽然有点不好使，但
从事清扫垃圾的工作绝对没问题！”6月21日一
大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南仲村村道上，
42岁的乡村保洁员王国丁挥动扫把将村道上的
落叶等垃圾扫进灰斗，然后倒进垃圾桶，身后那一
条蜿蜒的村道整洁干净。

由于腿脚残疾，王国丁此前外出务工四处碰
壁，这些年仅靠家里百余株橡胶的种植收入维持
生计，妻子改嫁后，他独自养育正在读书的儿
子，日子过得紧巴巴，2014年他被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今年以来，为更好地帮扶全县539户

“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近就业，白沙就业局先
后在七坊、邦溪、金波、青松等乡镇组织举办4场
精准扶贫就业招聘会。在此基础上，还专门安排
近千个公益性岗位，涉及保洁员、保安、电工等，
为低收入人群以及贫困户劳动力提供一批稳定
可靠的就业岗位。截至目前，该县539户“零就
业”家庭已全部签订就业协议，其中，包括王国
丁在内的首批280名被录用人员已于5月底上
岗。按照工作安排，6月底前，其余被录用人员
也将全部上岗。

“现在，我在村里当保洁员每个月工资将近
1500元，平时还能抽空割胶和照顾小孩，我一定
会好好干工的！”临近中午，天气炎热，汗水浸湿了
王国丁的后背，他仍然忙得顾不上停下来休息片
刻。白沙就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
跟进关注这些上岗人员的动态信息，确保每一个

“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稳定就业，助力全
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第五届青少年黎锦技艺
大赛开赛
217名选手角逐奖项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6月23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2018年第五届青少年黎锦技
艺大赛正式开赛，本届赛事邀请全县17所中小学
共计217名学生选手参赛，旨在深入挖掘和弘扬
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保护与传承白沙非物质文
化遗产。

在比赛现场，各参赛选手拿着织锦工具，一针
一线沉稳刺绣，经过一番努力绣出了一件件让人
惊叹的作品，展现了白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才队伍在黎锦纺染、织绣技艺方面的较高水平。
经过激烈角逐，参加比赛的217名选手共评比出
80名获奖者。此次赛事由白沙县文化旅游商务
局、县教育局主办，县文化馆、县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承办。

49名驻村第一书记
参加培训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6月20
日至6月22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举办驻村第一书
记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培训班，共有49名来自全县
各乡镇的驻村第一书记参加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主要采取专题辅导、研讨交
流、现场观摩等方式进行，分别围绕党课教学、贫
困户的识别与退出、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知识、健康
扶贫与教育扶贫政策解读、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农
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工作衔接等方面的内容开
展集中培训学习。白沙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驻村第一书记是开展扶贫工作的一支重要力
量，此次培训旨在让驻村第一书记提升能力、明确
责任，树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与决心，加
快各贫困村的脱贫步伐。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我省部署开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大比武”活动以来，
白沙黎族自治县全力备战，从提高识
别退出精准度、完善农业产业扶贫长
效帮扶机制、促进贫困户家庭劳动力
就业、提高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效
能、落实住房安全保障政策、实施贫
困村整村提升等18大方面，确保打
赢脱贫攻坚战“大比武”活动在各乡
镇扎实有效开展。

据介绍，连日来，牙叉镇积极备

战“大比武”，努力做到提高识别退出
精准度，仅仅几天时间，就组建16个
工作组并建立排查工作台账，再次对
全镇农村常住人口非建档立卡贫困
户3210户 13276人进行全面排查，
列出拟纳入对比名单 307 户 1002
人；列出低保户、五保户共 112 户
273人拟纳入建档立卡名单，排查出
45户 147人尚未纳入低保。同时，
牙叉镇重点围绕国家考核反馈的

“三项4点”问题、省级监督检查发现
的“十项75个”问题及国家巡查组反

馈的“5大类”问题，分别建立完善整
改方案和台账，组织15个村居建立
方案台账，并逐一列出问题清单，全
面排查产业扶贫技术问题及帮扶效
果等。

自 6月下旬以来，为进一步提
高识别退出精准度，青松乡成立“交
叉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对全乡“漏
评”“错退”再次进行全覆盖排查。
此外，该乡通过举一反三，共列举存
在问题 22 个，目前已完成整改 13
个，预计本月底前将完成所有问题

整改任务。
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县脱

贫攻坚指挥部总指挥长张蔚兰表示，
将进一步健全“大比武”活动指挥作
战体系，各方力量要凝聚成一支队
伍，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同时，各单
位帮扶责任人要深入包点村、户，开
展走访排查，详细列出问题清单，建
立县、乡镇、村三级问题台账，明确责
任人、整改时限，拿出“挑灯夜战”的
精神，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大比武”
比出好成绩。

白沙开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大比武”活动
各乡镇列出问题清单，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时限

“蚂蚁鸡+蚯蚓”
生态养殖扶贫项目启动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日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
护研究所专家团队一行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
镇白沙村五里路有机茶园，双方签约共建有机茶
园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创新基地，并启动“蚂蚁鸡+
蚯蚓”生态养殖扶贫项目。

“我们计划第一批养殖3000只蚂蚁鸡，白沙
村贫困户轮流在养殖基地务工，每天用工10人，
每人每天工资为100元，一年下来，村里的贫困户
就可获得劳务收入36.5万元。”该有机茶园理事
长符小芳对于养殖蚂蚁鸡这个扶贫项目信心十
足。据介绍，蚂蚁鸡是白沙当地在野外放养的一
种小种鸡，喜以蚂蚁、野虫、野菜等为食，鸡肉营养
丰富。

当天，“蚯蚓养殖”也同时被纳入该有机茶
园的生态养殖扶贫项目。据该项目技术团队相
关负责人苏剑程介绍，正在引进的养殖品种“大
平二号”（俗名叫“红蚯蚓”）喜好吃牛粪、秸秆、
玉米杆、菜叶，排放的蚯蚓粪便里含有丰富的
氮、磷、钾等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目前这种蚯
蚓粪便在市场上供不应求。“1亩地最多可养殖
1.5吨蚯蚓。”他介绍，该项目预计每月能产生30
吨蚯蚓粪有机肥，同时，部分蚯蚓还可用于喂养
蚂蚁鸡。

白沙黎族自治县副县长王志铮表示，五里路
有机茶园共享农庄项目将与“蚂蚁鸡+蚯蚓”生态
养殖扶贫项目同步推进，带领当地更多农户脱贫
致富。

白沙通报4起扶贫
领域“四风”问题
典型案例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钟少勇）日前，白沙黎族
自治县纪委对近期查处的4起扶贫领
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
进行通报，其中，该县农业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李少荣等5人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等处分。

据介绍，2017年，李少荣在没有
做好前期调查的情况下，盲目将1530
箱种蜂发放至打安镇类托村、南九村、
打安村241户农户，且种蜂发放后未
组织养蜂技能培训，后期管理不到位，
导致大量蜜蜂飞走或死亡。2018年6
月，李少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
记过处分。2017年，白沙县委办秘书
倪珍玉未对帮扶户家庭情况认真核
对，就将帮扶户不符合条件的3人错
误纳入贫困户。2018年6月，倪珍玉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此外，2017年，
打安镇党委委员管琼林在得知帮扶户
4名家庭成员已分户独立生活，并不
符合贫困户条件的情况下，未及时将
错评的4人剔除。2018年6月，管琼
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打安镇福妥村委会主任符志平、
村委会委员陆家气存在失职失责问
题。2017年，符志平在开展低保和扶
贫“两项制度衔接”工作中，未及时对
符合政策要求的曾某架等4名村民开

展入户调查，造成该4人未能按政策

要求纳入贫困户。在开展贫困户退出

动态调整工作中，符志平、陆家气明知

曾某昂等9户贫困户住房未得到保

障，仍将其列为脱贫对象，导致未达到

脱贫条件的贫困户被错退。在开展危

房改造工作中，符志平、陆家气对危房

改造政策宣传不到位，措施不得力，导

致部分贫困户举债超标准建房。

2018年5月，符志平、陆家气分别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月三”特色商品美食展在白沙电子商务产业园举办。 特约记者 吴峰 摄

白沙农村电商布局图（截至今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