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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批养的鸭子都卖出去
了，算下来挣了十来万元，年底肯定能
脱贫！你看，这些小鸭苗是我刚进的。”

“阿标，你还是急了些，急了可要
吃亏，养鸭子要盯紧市场、分批投资。”

聊天的是定安县卜优村南多岭村
民小组贫困村民周忠标和卜优村致富
带头人、家庭农场主陈明福。8月25
日下午，陈明福这盆“冷水”泼下来，周
忠标非但不郁闷还频频点头：“阿福说
得对，还是要多研究行情！只有用心
学用心干，才有钱赚！”

像陈明福这样的致富能人，能在
经营思路、养殖经验、销售渠道上，帮助
许多贫困户发展致富，避免贫困户单打
独斗，助力提高产业帮扶组织化程度。

眼下，我省全面推行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共享农庄、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致富能人
带动，覆盖所有贫困户的“五带动
全覆盖”帮扶模式。越来越多的贫
困户在帮扶下，日渐成为有心学有业
干有钱赚的脱贫户。

乡村振兴进行时

扶贫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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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安新竹镇卜优村南四岭村
民小组村口处，有一幅不断“长大”
的“家庭农场+贫困户”脱贫攻坚基
地示意图。海南日报记者从图上看
到，目前南四岭村有家庭养猪场19
个、养鹅场18个、养鸭场21个、林下
养鸡场16个、蛋鸭场2个。

上世纪90年代，南四岭村还
存在不少荒地，低产旱田遍布，村
民收入也不高。这一切的改变要
得益于村民陈明福和其他致富带
头人。

早些年，陈明福曾在广州打
工，后回乡创业。陈明福决定效仿

广州农民充分利用土地的做法，在
坡地上种树养家禽，在洼地里挖塘
养鱼。

这一做法盘活了这个面积仅
有1.5平方公里的小村庄，村里的
家庭农场蓬勃发展，从最初的6家
家庭农场壮大到现在的57家。目
前，南四岭片区的家庭农场除发展
养殖业外，共种植香蕉14000株、
槟榔6500株、牛大力70多亩、莲雾
45亩。

“同村一定要避免扎堆种植养
殖、同质化竞争。”陈明福说，村里
能形成规模养殖的重要原因是，种

植养殖前大家会互相通气，了解市
场动向，打好分批分类投资的时间
差，形成规模效应后，吸引合作社、
企业前来成批收购。

目前，陈明福帮扶 5 户贫困
户发展养殖业。今年 4月初，他
还组织贫困户到家庭农场观摩
学习，“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选
择品种，我负责教养殖技术找销
售渠道。乡里乡亲能帮就帮，我
们把好‘方向盘’，把他们带上

‘增收快车’！”
定安县新竹镇镇委副书记张

月鑫介绍，今年，在新竹镇委、镇政

府的引导下，通过采取“家庭农场+
贫困户”抱团发展特色产业的模
式，一户家庭农场联系帮扶2-5户
贫困户，由贫困户利用帮扶资金参
与家庭农场的优势产业经营，家庭
农场负责指导贫困户学习种养殖
技术和产品销售，目前共有34户家
庭农场帮扶134户贫困户。

“去年我来做信息采集的时
候，周忠标也自己养了一些鸭苗，
可一年忙到头也没挣什么钱。今
年通过致富带头人的技术帮扶和
开拓思路，他还贷款5万元养鸭，脱
贫底气足了很多！”张月鑫说。

我省推行“五带动全覆盖”模式，提升组织化帮扶程度，带动6.5万户贫困户增收

“五方”聚力 脱贫有计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特约记者 司玉

8月24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七叉镇红峰村，脱贫户黄小丽正在
昌江红丰霸王岭山鸡发展有限公
司娴熟地喂鸡。

黄小丽说，她的两个孩子都在
上初中，她和丈夫主动向村干部申
请要出来打工，去年9月来到昌江
红丰霸王岭山鸡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喂鸡、清理鸡棚等杂活，每人每月收
入2500元。

在公司打工给黄小丽带来变
化的不仅是有了稳定的收入，更让
她和家人对生活多了一份信心。

红丰霸王岭山鸡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保卫介绍，公司采取“公
司+农户+合作社”的合作养殖模式，
由公司提供种苗、技术给合作社和
农户，做到统一供苗、统一防疫、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并吸纳贫困户打
工就业，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去
年红丰公司与七叉镇90户368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协议，实现每户
每年平均增收8040元。

不仅是昌江，文昌市日前也全
面落实“三方”协议书的签订，由经营
主体、贫困户以及市、镇、村三级责任

人签订帮扶协议书，明确产业扶贫帮
扶任务、经营主体帮扶职责、贫困户
参与形式和获利方式等，确保产业帮
扶组织化程度达到100%。比如，海
南传味文昌鸡养殖有限公司自去年
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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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农业厅产业脱贫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围绕槟
榔、益智、橡胶、百香果、文昌鸡、
黑山羊等海南优势特色种养产
业，因地制宜推行扶贫资金、土
地、技术、劳动力入股合作，强化
产销衔接，促进“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截至目前，全省
共有 4.6 万个经营主体参与产业
扶贫，通过种植养殖产业带动贫
困户 5.7 万户 24 万人，产业组织
化帮扶覆盖率达90%。

据了解，目前，我省多个市县
在“五带动全覆盖”产业模式的做
法上有所创新。比如陵水黎族自
治县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推广适合
在庭院内种植的槟榔、椰子、百香
果等品种,鼓励贫困户利用房前屋
后有效空间积极发展产业；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鼓励贫困户自主经
营，对贫困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当年
达4000元以上的，每户奖励1000
元用于发展生产；临高县、五指山
市、屯昌县等通过“经营主体+贫

困户+合作社”的做法，引入企业
等经营主体，采取土地流转、股份
合作、订单帮扶、劳务用工、技术服
务等方式，构建贫困村、贫困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保亭创建我省首个
扶贫济困型共享农庄——享水谷
共享农庄，引导贫困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市场投资主体共同建设共享
农庄，使农民转变为股东、农房转
变为客房。

“这些经验做法都值得借鉴
推广。庭院经济主要考虑发展短

平快的产业以及美化农村人居环
境，引导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与
市场投资主体共同建设共享农庄
则是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财
产性收入。”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我省还将重点支持
一批信誉好、带动能力强的产业
扶贫经营主体，研究制定进一步
支持优秀扶贫龙头企业、合作社
等经营主体的政策，搭建融资平
台，实施奖惩结合管理制度，进一
步压实经营主体的扶贫责任。同

时，创新模式实施贫困户特色庭
院经济增收行动。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全省
有“五带动”主体1917个，其中企
业227个、共享农庄25个、合作社
1028个、家庭农场49个、致富能人
538个。落实帮扶主体、帮扶责任
人与贫困户产业帮扶“双签约”责
任，全省有6.5万户贫困户分别与
1610个帮扶主体和5.2万个帮扶责
任人签订帮扶协议。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技术+渠道 | 家庭农场帮贫困户搭上“增收快车”A

就业+信心 | 全省4.6万个经营主体助力产业扶贫B

模式+创新 | 实施贫困户特色庭院经济增收行动C

我省首批61家共享农庄促
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2030户贫困户

共享农庄筑梦好日子

扶贫心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广袤的绿色草地上，白色的蒙古包星星点
点。乳牛在悠闲地吃草，骆驼成群结队地踱步，马
儿摇着尾巴似是在等待客人前来。这样的异域风
情并不是北方“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景，而是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正在创建试点的雪古丽共
享农庄。

“以前我呆在家没工干，现在每天早上五点就
起床，七点来上班，很充实，今年我已经顺利脱
贫！”下午5时许，正是29岁的、十月田镇塘坊村
脱贫村民符海生一天中最忙的时候。符海生原本
没有读完初中，但成为雪古丽共享农庄员工后，学
习掌握了多项技能：操作挤奶机器、通过监测计步
器观察乳牛健康状态、科学喂养乳牛等。

“能脱贫的都是勤快人！”雪古丽共享农庄相
关负责人余军介绍，共享农庄由海南福瑞喜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共吸纳昌江5个乡镇466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与2027人签订帮扶协议，实现
每户每年增收8000元。不少入股贫困户在领取
每年固定分红的基础上，还在雪古丽农庄打工，截
至目前，已有311户贫困户脱贫。

在帮扶贫困户的过程中，雪古丽共享农庄还
坚持“奖、帮”结合，以多劳多得的方式激发贫困户
脱贫致富积极性。“我们新提拔了一位贫困村民当
领班，工资也涨了，如果贫困村民上进积极，完全
有可能实现从普通打工者走向企业管理层，成为
企业后备人才。”

据了解，近一年来，雪古丽共享农庄将基地低
效甘蔗改种牧草及优质粗饲料，实现增收3000余
万元，提供生乳牛250万公斤/年。未来，农庄将
继续以娟姗牛、安格斯肉牛和海南黑山羊饲养及
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以“种养、农牧、牧旅”三结合
的理念，构建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南牧北旅”的
数字化共享牧场。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去年底创
建首批61家共享农庄试点的基础上，海南今年计
划再创建70个共享农庄。共享农庄建设虽鼓励
各美其美，避免千“庄”一面，实现主题化差异经
营，但却均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带动贫困户过上好
日子。

在儋州市，大皇岭共享农庄，采用“公司+合
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通过养殖、种植和休闲
旅游直接带动农户40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6户，提供就业岗位30个，促进农户增收超过
150万元，带动农户脱贫致富。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阿罗多甘共享农庄与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七坊
镇政府签署《扶贫特色产业资金协议》，发展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去年为282户贫困户发放80万
元红利，同时与村民合作，由公司统一设计装修，
改造5套村民房屋为黎族特色民宿，公司已向农
户提供租金21万元。

省农业厅休闲农业处相关负责人透露，截至
目前，去年批准创建的61家共享农庄共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2030户，通过土地入股、出租、在农庄
务工等方式有力带动贫困户增收。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底，省农业厅印发
了《2018年海南共享农庄创建试点申报方案》，
申报共享农庄创建试点新增了一个关键条件：申
报主体原则上要带动80户以上贫困户脱贫，并
出具承诺书。可见，我省已把发展“共享农庄”和
脱贫攻坚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贫困户与经营主体
利益共同体。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土地流转促发展、民房变客房、贫困户家门口就业

一位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三个愿望

全省有“五带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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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杨耀科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红峰
村，尽管该村去年已有182户贫困户
脱贫，但是红峰村委会副主任符勇还
是觉得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今年村里还有17户贫困户没有
脱贫。”8月24日，符勇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扶贫终究还是要通
过发展产业给贫困户做支撑，其中合
作社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目前
贫困户虽和合作社捆绑，却没有真正
帮助贫困户培养自我发展的能力。如

果合作社经营不善，贫困户失去依靠，
如何才能发展？”

符勇的另一个身份是红峰科技种
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目前带领5名合
作社成员，7户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

在红峰村田头村民小组的一口池
塘里，一群鸭子在悠然游水。岸上的
橡胶林里，霸王岭山鸡正在啄吃虫
子。“我们合作社一共养了40多只羊、
50多只鸡和40只鸭。其实整个红峰
村有6个合作社，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合
力，规模也做不大。”符勇说。

田头村民小组村民的土地大多数

是“一亩三分田”，如果种庄稼，赶上年
景好的时候，勉强够自己生活，赶上时
机不好，辛辛苦苦一年还挣不到钱。
更有甚者，年轻人外出打工，家里的土
地就这么荒着。

“我在山东考察时看到他们的合
作社带动作用很强，农户把土地成片
流转给企业或合作社，具体分红由农
户和合作社商定，这样村民不仅可以
收地租，还可以出去打工，有双份收
入！”符勇的希望是，如果土地流转
成功，可以和其他合作社成员合理规
划农田和产业发展，种植圣女果、茄

子等农作物。
符勇是闲不住的人。2016年他

去福建学习，看到当地农村致富带头
人带头种瓜菜搞民宿，回来他也萌生
类似想法。2017年他去山东枣庄参
观旅游民宿建设，到琼海博鳌学习休
闲旅游经验。

在田头村村口道路对面，一座
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游客中心、一
栋栋双层的民宿正在热火朝天地施
工。这是符勇和贫困村民实现“民
房变客房、在家门口打工”梦想的第
一步。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昌江
2017年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里，包括
七叉镇田头村等村庄在内，均围绕着
木棉花开这一主题做文章吸引游
客。目前，昌江已投入1500万元资金
助力田头村建设美丽乡村。

值得注意的是，在游客中心，符勇
特意安排了一间空房作为“教室”，里
面摆设着几十张简陋的木桌和椅子。

“以后这里可以给村民上课，村里多一
个有学问的人或是新型农民，村里的
发展就会更快。”符勇说。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制图/张昕

由海南福瑞喜牧业科技公司经营的
雪古丽共享农庄共吸纳昌江5个乡镇
46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少入股贫困
户在领取每年固定分红的基础上，还在
雪古丽农庄打工。图为雪古丽共享农庄
工作人员在给牛喂饲料。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在东方市
种植火龙果近1.7万亩，从2015年至今，累计
投资超过8亿元。目前，在该公司种植基地打
工的贫困户已有1000多人。

据统计，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
2016年帮扶贫困户100余户，就业帮扶近700
人；2017年帮扶贫困户800户，就业帮扶近
1000人。

图为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工人
在采收火龙果。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鸿 摄

位于万宁长丰镇的雅利槟榔厂，工人们各自忙碌在自己的生产线上。近年来，万宁市大力发展槟榔加工业，延伸产业链，加快推动槟榔产
业转型升级，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还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实现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龙头企业带动发展
贫困村民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