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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0月17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彭建）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
到来之际，17日上午，在人社部统一
部署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人力资源开发局指导各市县就业部
门，同时联动组织开展“就业扶贫行动
日”活动。海南日报记者从活动中获
悉，今年4月以来，我省通过多种手段

促贫困户通过就业脱贫，目前已基本
消除零就业贫困家庭。

本次活动以“就业扶贫、帮困脱
贫”为主题，集中为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者送政策、送服务、送岗位、
送信息。在儋州主会场，儋州、昌江
两市县人力资源开发局分别就打造
劳务品牌、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工

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活动现场设置
政策咨询区、珠三角企业招聘专区、
后续就业跟踪服务区等 8个展区，
组织 50 多家企业到场进行招聘。
活动现场，“儋州月嫂”等特色劳务
输出品牌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儋
州市那大镇脱贫户王爱金在现场接
受采访时表示，她今年年初通过培

训，已在儋州从事月嫂工作，目前每
月有5800元的工资收入，成功实现
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其他市县
分会场，各市县也组织了各种职业
技能展示，开展针对贫困户的专场
招聘活动。

活动当天，全省共组织招聘企
业 651 家，求职应聘 9227 人，其中

贫困劳动力 4303 人。据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统计，我省前期共筛查
出零就业贫困家庭 3769 户，从今
年 4月起，我省通过多种促进就业
手段帮助此类家庭就业，至 9 月
30 日，已有 3768 户实现了至少有
1 名劳动力就业，基本消除零就业
贫困家庭。

我省举办“就业扶贫行动日”活动
多举措促贫困户就业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记者
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0月16日从
海口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了解
到，日前海口市制定了《关于开展消
费扶贫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要通过单位长期定向认
购、自驾车“后备箱”公益旅游认购等
9大模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消
费扶贫。

单位长期定向认购模式。拥有
食堂、餐厅的行政机关、学校、国有企
业、医院等单位，可以通过海南爱心
扶贫网平台，采购贫困户生产的蔬菜
水果、畜禽肉蛋、水海产品、五谷杂粮

等农产品。近期，举办专场对接促销
会，促成供需双方合作意向，建立长
期定向合作机制。各单位食堂每月
认购农产品数量不得低于月消费同
类产品的20％。

单位临时团购模式。各单位可
组织干部职工不定期集体采购贫困
户农产品，也可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
的前提下，统一采购贫困户农产品，
作为干部职工法定节假日福利。

订单式生产认购模式。有条件
的单位可以根据个性化消费需求，与
合作社或贫困户签订认购协议，根据
订单有计划进行生产。

个人爱心认购模式。各单位在
本单位本系统发起贫困户农产品爱
心认购活动，动员干部职工在海南爱
心扶贫网平台进行用户注册、购买和
消费来自海口贫困户的农产品、手工
艺品等。

参与贫困地区“共享农庄”模
式。有条件的单位可以组织发动社
会各界人士和干部职工与贫困村或
贫困户直接对接，承租贫因户的农
地、农房。

协助购销对接模式。各单位充
分利用的各自资源，为帮扶对象产品
进行代言，牵线搭桥，拓展销售渠道，

实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与贫困户购
销精准对接。

自驾车“后备箱”公益旅游认购
模式。各单位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开
展自驾车公益旅游活动，深入到贫困
村，组织采购贫困户农产品，在农家
乐用餐或休闲观光。

商超及电子商务助销模式。海
口市内各大超市、大型农产品批发市
场、市菜篮子公司的所属门店及电子
商务平台开设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
专区、专柜，为消费者购买贫困地区
农产品提供方便。

旅游带销模式。在大型旅游景

点设立扶贫商品一条街或销售点，向
游客推销具有海南特色的农产品、手
工艺品。同时，支持有实力旅游企业
与有条件的贫困村进行对接，指导、
帮助贫困村挖掘旅游资源，策划旅游
营销方案，实现旅游扶贫与消费扶贫
的高度融合。

《通知》同时要求，海口各区要引
导贫困户树立诚信经营促脱贫致富
的理念，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放心满意
产品。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市场管控
力度，严厉打击借消费扶贫之名以假
乱真、以次充好、扰乱市场、牟取私利
等行为。

提供全方位
求职服务

本报定城10月17日电（记者邓钰 特
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10月17日，
2018年海南省“就业扶贫行动日”活动定安
分会场招聘会在定城镇政府大院举行，来自
该县各镇的700余名贫困户参加招聘会。

招聘会现场设立了职业技能展示区、
招聘展位区、就业岗位信息区，政策咨询
区、补贴手续现场办理区、后续就业跟踪
服务区等7个区，为求职人员提供全方位
求职服务。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设置的岗位主要
面向符合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条件、有就业
能力和就业愿望的适龄劳动者。现场共受
理务工奖补申请12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申请61人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登记317人。

本次活动期间进场企业53家，提供
岗位1099个，求职应聘559人，其中贫困
劳动力548人，达成就业意向49人。

省内外41家企业
参与招聘活动

本报营根 10 月 17 日电 （记者郭
畅 通讯员毛景慧）10 月 17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在人才劳动力市场举办
了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省内外41家企
业参与招聘活动，前来应聘的村民排起
了长队，不少贫困户签订了应聘岗位意
向书。

“此次招聘会主题为‘就业扶贫、帮困
脱贫’，目的就是进一步开展琼中就业扶
贫工作，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问
题，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琼中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良梅说。

据了解，在招聘会上，当地不少企事
业单位向社会群众提供就业见习岗位，为
各类劳动者提供多种选择。琼中县就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现场为群众解答务
工交通补贴、家庭务工奖补、创业促进就
业奖励等各类就业扶贫政策。

把就业招聘会
搬到镇村

本报抱由10月17日电 （记者梁君
穷 通讯员林东）10月17日，乐东黎族自
治县在该县万冲镇卡法村委会举办“就业
扶贫行动日”专场招聘会。参与招聘会的
49家企业为村民们提供就业岗位2585
个。15个村委会350多人到场参加招聘。

招聘会现场设置有培训技能展示区、
政策宣传区、扶贫励志视频展播等，吸引
了众多应聘人员驻足观看学习，营造了脱
贫致富靠技能的浓厚氛围。该县就业局
及县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
为群众答疑解惑。

乐东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招聘会
通过把就业扶贫招聘会搬到镇村，推动就
业服务窗口前移，将政策、岗位、服务送到
了贫困户的家门口，对贫困劳动力实施精
准帮扶，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
收入，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海南农发行

促成口味王与琼中
签署槟榔定向收购协议

本报营根10月17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郑青）10月17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
平镇南坵村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农副产品
展销会正在举行，海南农发行职工干部通过食堂
采购和员工自发购买的方式，向南坵村贫困户购
买了3万余元的农副产品。

南邱村展销会只是农发行助力消费扶贫的一
个缩影。近日来，海南农发行在全行开展了“以购
代捐”为主题的扶贫日活动。

据悉，海南农发行定点帮扶南坵村以来，开展
了系列帮扶工作，并长期定向收购贫困户种养的
农副产品。今后，海南农发行还将积极发动客户
企业参与到“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活动中来，推动
解决贫困户销售难题，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

当天，在省农发行的牵线下，南邱村益利槟榔
合作社与知名槟榔加工企业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签订了槟榔定向收购协议，口味王公司
将优先采购益利槟榔合作社提供的槟榔，发挥自
身的行业优势带领南坵村发展槟榔加工产业，助
力该村实现2018年整村脱贫出列目标。

中国海油集团公司

与五指山市共推消费扶贫
本报讯 据央广网报道，经过紧锣密鼓的筹

备，中国海油扶贫日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
海油集团公司派驻五指山市扶贫干部积极依托扶
贫日活动，精心谋划组织，着重推出了五指山山兰
米、忧遁草、野生蜂蜜、红茶、绿茶、山兰酒、黎锦以
及蛛王一号系列等诸多五指山特色产品，并亲自
为这些农产品代言。

10月15日中午，中国海油集团公司扶贫日
活动正式展开，五指山市展位前人潮涌动，大家纷
纷品尝购买五指山山兰酒、蜂蜜等，五指山特色农
产品广受好评。中国海油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
事长杨华，党组副书记、董事汪东进，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吕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温冬芬等领导也
亲临现场，并带头“扫货”。

据悉，此次中国海油集团公司扶贫日活动已
销出五指山农产品近4万元，是中国海油与五指
山携手践行爱心消费扶贫的又一行动。同时，中
国海油集团公司与五指山市就其他农产品的扶贫
采购也已达成初步共识，近日将形成以消费扶贫
为主体、长期供销合作为保障的最终方案，从而极
大程度解决五指山贫困户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海南邮储银行

与琼中加章村签署
农产品供销协议
每年支出不少于10万元用于消费扶贫

本报营根10月17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梁磊）10月17上午，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加章村举行了定点扶贫
推进会暨金融扶贫新闻发布会，邮储银行海南省
分行与加章村委会现场签约农产品供销协议，该
行以后每年都将支出不少于10万元，以消费农产
品方式助力加章村脱贫攻坚。

2017年7月，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正式授予
加章村邮储信用村称号，并于当年10月为加章村
整体授信1000万元，支持加章村脱贫产业做大做
强。截至2018年8月，该行共向加章村发放贷款
23笔，金额110.5万元，其中扶贫贷款5笔，8.5万
元，间接带动9户34人脱贫。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以特色优势产
业集中、信用环境良好、资金需求旺盛的村庄为目
标，扩大普惠金融受益面，共通过“信用村”评定106
个，认定信用户6011户，批量发放贷款4101笔、3.8
亿元。截至10月末，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2.9万笔、
198亿元，其中扶贫小额信贷3184笔、5568.7万元，
有效解决了全省1万多贫困人口的资金短缺困难。

海南农行

3年累计投放精准扶贫
贷款63亿元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通
讯员林慧文姗）10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
分行在临高县博厚镇新贤村举行消费扶贫启动
会，向贫困户发放慰问物资的同时，还与合作社签
订了意向性框架购买协议，实现与该村的农产品
产销精准对接。

作为新贤村定点帮扶单位，2016年，农行海
南省分行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推出千亩凤梨精
准扶贫项目，通过集中连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长效产业扶贫机制。同时，该行积极推广农户小
额贷款，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资金缺口问题，实施

“智志”双扶。
3年来，农行海南省分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

贷款63亿元，9月末，贷款余额35亿元。其中，全
行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6684户、超过2亿元。结
对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462户，先后投入和捐赠
资金、物资金额超过150万元。

农行海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林廷亚表
示，下一步，将围绕“消费扶贫”主题，发挥金融优
势，切实解决贫困地区产品销售难、组织化程度
低、增产不增收等突出问题。

海口制定“9大模式”助力消费扶贫
行政机关、国企等单位食堂每月认购贫困户农产品不低于月消费同类产品的20％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通讯员 王清云

“产自北大镇深山中的纯天然野
生蜂蜜，营养价值高，一斤售 160
元。”“我多买几瓶能不能给些优惠？”
10月16日10时许，万宁市扶贫爱心
集市在该市北大镇中兴村委会竹埇
村开张，周边的合作社与村民兴高采
烈地带着干货、牲畜、海鲜等21种农
产品前来赶集，质优价廉的土特产品
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一时间现场
一片询价还价声。

“我今天带来的蜂蜜已经卖完
了，还有很多人留了电话要我送货。”
当天11时许，开集不到1个小时，来
自北大镇东兴居的某合作社负责人
张辉便售完了带来的野生蜂蜜，他兴
奋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些蜂蜜都
是贫困户在大山中收集的，出售后能
为贫困户们增添一大笔收入，“最让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市农业部门的帮
助下，我们的野生蜂蜜不仅成功申报
了商标，还与市内4家超市取得对
接，以后再也不愁销路了。”

“我们带来的黎家竹编制品全部
卖完了，以前这些手工艺品很难出
售，也从来没有人进村收购。”领着村
内特产前来赶集的北大镇尖岭村党
支部书记黄家全也很高兴，他说：“一
些顾客还给我们提了很多有用的建

议，比如创建商标，或缩小竹编制品
尺寸，让它更符合城市家庭使用需求
等。我们把这些建议都记了下来，回
村之后就会着手改良产品。”

扶贫农产品销售热，专程前来
赶集的“候鸟”老人刘家旭有话说，

“我买了蜂蜜和胡椒，集市上这些
特色农产品质优价廉，买了很划
算，同时还能帮助贫困户增加收
入，何乐而不为呢？”

“长期以来，由于部分贫困村地
处偏远，扶贫产品与市场对接不良，
进而影响产品销售。”万宁市电商与
物流协会会长于晴表示，但这并不是
说明扶贫产品质量不过关，“恰恰相
反，很多扶贫产品品质优良，在市场
上其实很有竞争力，造成这些优质产
品难卖的原因主要还是‘酒香藏在深
窖里’，协会目前已经参与着手构建
扶贫农特产品销售网络，以自身资源
践行‘消费扶贫’。”

“举办扶贫爱心集市是万宁解决
扶贫产品销售难问题的一次尝试。”
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透露，本次
扶贫爱心集市共收集了4大类21种
优质农特产品，其中竹编、海鲜、蜂
蜜、鸭鹅等农特产品受到热捧，“扶贫
爱心集市的火爆让很多合作社与贫
困户坚定了生产信心，也有不少消费
者反馈希望有更多类似的活动，上架
更多的优质农特产品。事实上，我

们也正在收集全市扶贫农特产品的
信息，将有计划地开展类似活动。”

该负责人还表示，万宁将继续
扩大为贫困人群开设的专项销售
渠道，在利用海南爱心扶贫网的基

础上，搭建本地化的综合展示供销
平台，同步展销万宁的优质农特产
品，为贫困群众架起“消费扶贫”供
需对接的桥梁。

（本报万城10月17日电）

万宁扶贫爱心集市开张
“消费扶贫”获消费者与贫困户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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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扶贫爱心集市现场，消费者在选购竹编制品。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若龙 摄

海口
就业扶贫激发
贫困人员内生动力

本报海口10月 17日讯 （记者邓海
宁 郭萃）10月17日上午，2018年海南省

“就业扶贫行动日”海口分会场活动在秀英
区永兴镇电商扶贫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开展了就业扶贫政策宣传解
读、务工知识讲座、脱贫致富典型现身说法
等宣讲活动，拓宽贫困劳动力人员的知识
面，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

在专场招聘现场，家政、酒店、餐饮、高
新技术企业等行业的48家企业提供了610
个就业岗位，吸引了367人入场求职，其中
贫困劳动力103人，达成就业意向8人。

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招聘会现场，
同样人潮涌动，30余家企业提供了保洁
员、服务员、生产普工等500余个就业岗
位。前来应聘的贫困劳动者和农村劳动
者仔细察看招聘信息，与用工企业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咨询，寻找适合自身的岗位。

定安 琼中 乐东

消费扶贫

就业扶贫

企业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