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医学院

向全校师生发起
消费扶贫爱心行动倡议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王身坚 实习生叶润田）海南医学院10月15日
上午召开“以购代捐”消费扶贫动员会暨定点扶贫
推进会，通过海南爱心扶贫网或线下渠道向贫困
村、贫困性农业合作社、企业购买贫困户生产的农
副产品、手工艺品。

会议向全校师生发起消费扶贫爱心行动倡议，
号召全校教职员工要主动参与消费扶贫，积极购买
扶贫农副产品，在全校范围内形成领导带头、党员紧
跟、教职员工踊跃参与的火热局面，共同助力把海南
爱心扶贫网打造成海南省脱贫攻坚工作创新亮点，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仗。会上，与会人员纷纷举起手
机扫码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公众微信号。

据悉，海南医学院创建的“以购代捐”消费扶
贫模式，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消费扶贫大会和省
委教育工委定点扶贫推进会暨消费扶贫动员会上
作为先进经验进行交流。这次消费扶贫动员会暨
定点扶贫推进会，是该校对消费扶贫工作的再动
员、再部署，旨在着力提升学校脱贫攻坚质量，帮
助定点帮扶的贫困村、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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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0月 17日讯 （记者
傅人意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 望）“100、500、1000……”10 月
16 日，海南首个“互联网+爱心扶
贫”公益平台——海南爱心扶贫网
正式上线运营后，一个个激动人心
的数字跳动着，爱心市集的成交量
不断攀升。截至10月17日20时35
分，爱心市集页面两天访问数累计
达41万余人次，产品订单金额两天
累计突破30万元大关，两天的支付
订单数为2869单。

火山岩味鸡、富硒黑猪肉咸鸭

蛋粽子、保亭红毛丹、琼中蜂蜜、北
纬 18 度红心火龙果、冻干芒果干
……海南爱心扶贫网上，海南各市
县独具特色的“土味”农产品一应俱
全，新鲜上线。记者了解到，网站集
中展示销售的均为海南贫困户或扶
贫合作社生产、提供的各类产品和
服务。

“网站一上线，订单量就不断
更新和增长。”海南爱心扶贫网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海南爱心
扶贫网已有 200 款产品上架，包括
畜禽肉蛋、时令果蔬、粮油百货等

多种品类供消费者选购。用户通
过手机搜索“海南爱心扶贫网”即
可登录，“一键购买”创造消费扶贫
新价值。

海口市民林女士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她通过海南爱心扶贫网购买
了云龙原生态白萝卜。“今天刚刚收
到货，觉得这些白萝卜很新鲜，准备
用来煮汤给家人喝。同时，能为海
南扶贫奉献一份力量，我感到很开
心，日后还会继续在海南爱心扶贫
网购买农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爱

心扶贫网部分农产品目前已售罄。
其中，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
虫草鸡蛋颇受用户青睐，该合作社
相关负责人陈荣介绍，他们每天准
备80盒2000个虫草鸡蛋，这两天一
到中午便已售罄。“非常感谢海南爱
心扶贫网提供这个平台，不仅帮助
我们热销虫草鸡蛋，还提升该品牌
在岛内的知名度。”

五里路茶园负责人王见君介
绍，目前五里路合作社生产的有机
茶叶已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卖
出茶叶的全部利润我们都将捐给白

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对俄村村集
体，希望村集体将这些钱积少成多
统一扶持发展产业,带领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截至10月 17日 20时 35分，根
据海南消费扶贫爱心市集统计数据
显示，订单排名前三名的产品分别是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364
件；临高道灶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马袅海鸭 205 件；澄迈桥头沙土
甘薯地瓜专业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172件。其中，海口市各类产品销售
达800件次，排名各市县第一。

海南爱心扶贫网人气爆棚，上线两天订单数达2869单金额超30万元

产品“土味”浓 购买热情高

琼台师范学院

“以购代捐”
助贫困群众“去库存”

本报定城10月17日电（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何启帆 姚磊）“阉鸡再来30只”“黑豆多拿50
斤”……10月 17日上午，定安县水竹村很是热
闹，帮扶单位琼台师范学院的教职工正在以“以购
代捐”的模式给贫困群众生产的农产品“去库
存”。成规模、大额量、多批次的购买，让贫困户们
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下，咱的东西可不愁卖喽！”

当天一早，琼台师范学院扶贫工作组就赶到了
水竹村，与相关基金会一道为这个贫困乡村送上又
一批价值3万元的图书，给村民们带来了精神食
粮。捐书仪式后，水竹村琼台教职工又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的倡议，主动踊跃开展消费扶贫活动，认
购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不一会儿，贫困户带来的
本地羊、阉鸡、蜂蜜、黑豆等农副产品就销售一空。

据统计，琼台师范学院教职工共购买了价值
近4万元的农副产品。“能为贫困户的脱贫增收贡
献一点力量，又能让教工们买到天然纯正、质量优
良的农产品，消费扶贫活动真是一举两得、互惠共
赢的好事情！”琼台师范学院院长曹阳说，“下一
步，我们将再接再厉，“手拉手、心连心”帮助水竹
村做好教育、产业、就业扶贫工作，并不断创新消
费扶贫方式方法，全力以赴让老乡的脱贫致富路
走得又稳又快又好，早日脱贫奔小康。”

海经贸

帮老乡真正
断穷根、富长久

本报石碌10月17日电（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王晓灵 实习生彭时君）“这袋香蕉我都要了”“给我
秤5斤红米”……10月17日上午，海南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头村举办扶贫日
活动，组织“消费扶贫集市”，并开展了火龙果品种推
荐会、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项目洽谈会等活动。

椰子树荫下，地上、桌子上、三轮车上，摆满了
水头村合作社及贫困户生产的大米、丝瓜、米酒、
家禽等农产品。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干部职工
购买热情很高，好几种农产品不一会儿就售罄了。

海经贸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田小林介绍，海经贸自2016年起便面向水头
村开展了“三免一岗（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课本
费和提供勤工助学岗位）”教育扶贫项目。截至目
前，该校已接收13位水头村的学生以“三免一岗”
扶贫项目的形式进入学校就读。

“今后，我们除了会继续以线下集市、订单认
购等方式帮助农户打开销路，还会充分发挥我校
电商专业师生和水头村籍学子的力量，帮助引导
村民培育‘叫得响’的产业品牌，并将其推荐到‘海
南爱心扶贫网’等其他渠道，使咱们老乡真正断穷
根、富长久。”海经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王荣告诉记者。

在文化园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百香果种植
示范基地项目洽谈会、“消费扶贫爱心鸡”款项交
接仪式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村民们欢笑声一
片、掌声不断。

本报万城10月17日电（记者傅
人意）“北大村的农产品绿色又营养，
希望大家下手狠一点，买买买！”10月
17日下午，在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村
委会门前的空地上，30多位农户将自
家的农产品晒出来“摆摊”，而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许云在现场积极代言。

这是省农业农村厅举办扶贫日
认购扶贫农产品活动的现场。当天，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近 50人参与活
动，短短两个多小时内，现场认购金
额达2万余元。

今年59岁的贫困户陈启会带着

自家种的“猪妈菜”和柠檬来售卖。
“我们住在山区里，不大了解外面的
情况。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来买我
们的农产品，真的很高兴。”陈启会
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卖了300元，

“若是以后都有这样的收入就太好
了！”

陈启会的想法日后有望变成
现实。

许云表示，时值国家第 5个扶
贫日，举办此次活动是为积极响应
日前全省号召举行的消费扶贫行
动。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将按照

“1+1+N”模式（即机关党支部+处
级单位党支部+贫困户）对北大村进
行帮扶，从下周开始，成立15个帮
扶工作队每周一轮流进村入户与贫
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助力精准扶
贫，“工作队还将对接一些有销售需
求的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帮助解
决销路。”

事实上，除了消费扶贫外，省农
业农村厅主要在产业扶贫上发力对
北大村贫困村民进行帮扶。

北大村驻村第一书记文彤明介
绍，接下来，北大村将围绕养殖黑山

羊、种植百香果、发展槟榔产业三大
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助力贫困村民
脱贫致富。“下月底我们购买的444
只黑山羊将正式投放养殖，百香果最
快月底也开种！你再过半个月来，这
里的景象一定大不一样！”

据了解，北大村位于北大镇西
部，是黎族苗族群众聚集村庄，属万
宁市深度贫困村，今年该村未脱贫贫
困户88户339人。该村以橡胶和槟
榔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单一。今年
5月北大村成为省农业农村厅对口帮
扶村。

省农业农村厅举行扶贫日认购扶贫农产品活动

“厅官”为万宁北大村农产品代言

10 月 16 日，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本号镇电子商务精
准扶贫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正忙着整理、装箱贫困户种
植的香粉蕉，准备发货。

据了解，本号镇电子商
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的部分
扶贫产品已经在海南爱心扶
贫网上线，消费者不仅可以
到现场购买，还可以在网上
下单。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爱心扶贫网上线
扶贫产品发货忙

■ 本报记者 孙婧

随着一声声的报号响起，原本空
白的消费扶贫认购表，很快就被一行
行人名、数字填满……

10月16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加茂镇共村的爱心小集市上，人
头攒动，省妇联扶贫工作团开展的消
费扶贫氛围浓，共村村民的笑脸越发
灿烂。

“我们早就开始了提前认购，没
有到现场的同事，预定了很多土鸡
蛋、农家鸡鸭和野菜。”现场，省妇联
干部职工购买热情高涨，负责登记的
工作人员符冬青忙得不可开交。

响应海南省消费扶贫会议的号
召，省妇联扶贫工作团利用2018年
扶贫日“三下乡”活动的机会，首次
在定点帮扶村共村组织了这场扶贫
农产品小集市。共村村民也积极响
应，纷纷拿出了自家的原生态农副
产品。

68岁的黄玉连阿婆拄着拐杖坐
在展销台边，拉着工作人员的手不肯
放：“这些不卖，送给你们吧！”对方一
听，连连笑称：“要买的，阿婆，我们这
是以消费助扶贫，你好我好大家才
好！”黄玉连也咧嘴笑了：“你们对我

们太好了，送医药送文化，帮我们养
羊养鸭，支持我们关心我们，大家要
感谢你们呢！”

2016年，共村成为省妇联定点
帮扶村，并派出第一书记驻村扶贫。
3年来，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贫困户从2015年的61户减至如
今的3户，其中扶持该村发展黑山羊
养殖项目，发动52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妇女成立巾帼养殖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将养羊规模从164头发展到
600多头，产值超过50万元，获净利
润18万元，今年8月还获得了“全国
巾帼脱贫示范基地”称号。

这些由村里妇女们精心喂养的
黑山羊，当天也走俏扶贫集市。

“脱贫致富路上，妇女也能顶
半边天！你们放心养，省里建起了
消费扶贫网站，不用愁销路。”看到
羊舍里的健壮的黑山羊，省妇联副
主席许振凌也忍不住为社员们加
油鼓劲。

天已擦黑，人群渐渐散去，符冬
青还在忙碌：“现场又订了50把野
菜，300个鸡蛋……农家猪和黑山羊
还在陆续认购。”村民们也还没歇着，
正在抓紧备货，准备次日一大早送往
海口。 （本报保城10月17日电）

保亭加茂镇共村办起爱心集市，省妇联带头消费扶贫——

卖得俏 村民笑

胡静 文昌市政协副主席、潭牛镇
脱贫攻坚战战斗大队大队长

10月11日 星期四
今天到新民村和新溪村走访贫

困户，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
询问贫困户是否有农产品需要帮忙
销售，并向其介绍海南爱心扶贫网
的功能，说明如有农产品销售上的
困难，可经由帮扶责任人反馈回镇
里，由镇里集中上报至该平台，帮助
销售。同时，帮助部分有网上销售
农产品需求的贫困户搜集材料，反
馈回镇扶贫办。

今天还参加了潭牛镇扶贫工作
动态调整推进会，要求各帮扶责任
人实时跟进各自贫困户的最新生产
生活情况，并随时进行扶贫 APP 动
态信息更新调整，确保线上线下信
息一致。今天还到大庙村进行美丽
乡村调研，对大庙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提出建议。

伍湘君 屯昌县西昌镇脱贫攻坚
战斗大队副大队长

10月9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应各中队要求，由镇

扶贫办集中培训这一轮的动态调整
工作。

这一轮的培训由年轻的扶贫干部
陈书英进行讲解。小伙子讲得很细
致、清楚，其他同志也听得很认真，还
就个别问题进行了交流，令我很感慨
——我们的扶贫干部越来越成熟了，
业务也越来越精湛了。在培训后，我
向大家重申几点意见：一是这一轮的
动态调整关系本年度的扶贫成效，大
家务必要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二是各
村的责任领导也就是中队长要全程把
关好；三是各村要统一时间节点完成；
四是调整完后的收尾工作要仔细，档
案资料归档要及时。

散会后交流时，纪委中队长、驻村
干部都表示，培训让大家明确了如何
操作，培训有初步效果。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脱贫攻坚日志

三亚“农业科技110”
联合海军部队官兵帮扶贫困户

免费发放豇豆种
开展冬种技术培训

本报三亚10月1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廖卫伟）“原来种豇豆还有这么多诀窍”“我们的豇
豆产业有希望了”……10月16日，领到免费豇豆种
子并听了三亚农技专家现场讲课后，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贫困村民兴奋地相互交流。

10月16日，三亚市“农业科技110”专家会同
海军某部部分官兵，前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
水镇什龙村，为贫困户开展冬种技术培训。除了
开展种植和管理技术培训，三亚农技专家还根据
什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交的瓜菜需求表，免费
发放了一批“南豇一号”豇豆种，可以推广种植
106亩。同时，专家还开展了槟榔田间诊断、瓜菜
病虫害防治技术讲座。

向贫困户推介
海南爱心扶贫网

感受扶贫干部的
日渐成长

⬆ 为办好消费扶贫爱心小集市，
共村村民纷纷带来了自家原生态农产
品，受到省妇联帮扶团队的欢迎。

通讯员 刘晓晖 摄

扫码看我省各地开展消费扶贫爱心
小集市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