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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要学习他们舍小家为
大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心怀大爱、无怨无悔的
高尚情操，学习他们主动作为、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
颁奖晚会上，临高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吕雄说。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自打
响脱贫攻坚战以来，临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惧困难、
不畏艰辛、同心同德、奋力攻坚。在这个过程中，全县涌
现出了许许多多为扶贫工作默默奉献的“最美第一书
记”“最美驻村工作队”“最美帮扶企业”以及“最美帮扶
责任人”“最美帮扶责任单位”。

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在一个个“最美扶贫人”的带
动下，临高干部群众及社会各方力量紧紧拧成一股绳，
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各个
贫困村的村容村貌和贫困群众的生活焕然一新。

为发挥“最美扶贫人”的榜样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

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关工作，凝聚脱贫攻坚
强大合力，今年6月起临高县委、县政府联合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启动“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评选活动，通过
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以及媒体推荐等4种方
式，在临高县着重推选扶贫工作中看得见、摸得着、学得
到的典型人物和团队。经过4个多月的征集、寻访、投
票及评审，最终评选出了十佳“最美扶贫人”。

扶贫之路，任重而道远。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表示，
眼下正值脱贫攻坚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在这
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干部群众要学习“最美扶
贫人”的优秀作风，提振扶贫士气。同时，要以必胜的信
念、更大的决心、更强有力的举措，进一步把中央和省委
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临高脱贫攻坚
战取得显著战果，让临高百姓在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
掉队。 （本报临城10月18日电）

上下一心 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政府的扶贫政策好，帮扶我进行危房改造，还给我
发放了扶贫资金，如果这样我还不努力，那就是我自己不
争气了！”17日晚，在2018年度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
会上，通过双手努力脱贫后，不忘带领乡亲奔富路的“最
美扶贫人”获奖者王桂中，在接过奖杯的一刻红了眼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
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
脱贫。临高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多、贫困
程度深、贫困覆盖面广。

2016年以来，临高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实施
精准扶贫方略，始终坚持高位推动，以党建促扶贫，采取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文
化扶贫等多种模式，举全县之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临高已完成9051户41754人

脱贫退出，1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从14.27%
下降到1.38%，并在2017年度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中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今年以来，临高继续深入开展脱贫攻坚问题大整
改，加大排查力度，在精准识别纳入、精准扶贫的基础上
做好精准脱贫工作，提升脱贫成效，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迈上新台阶。

主要举措为四个“坚持”。坚持精准为本，重抓精准
识别，真正做到扶贫工作不漏一户、不错一人。坚持产
业为大，重抓产业帮扶，以一户一策的创新方式，推动资
源向资本、资金向股金、农民向股东转变，使得全县扶贫
产业组织化程度达到90%。坚持保障为先，重抓政策落
地，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坚持扶志为要，重抓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通
过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典型示范、入户宣讲等方式，引导
贫困群众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幸福观。

综合施策 脱贫攻坚迈上新台阶

2018年度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会讲述励志故事、传递脱贫信心

选树先进典型 凝聚攻坚合力

迎着掌声，“最美扶贫
人”用带着温度的暖心话语，
掷地有声地讲述着润物无声
的奉献与付出。

向着梦想，在场的几千
名观众用感动和泪水，传递
着扶危济困、助力脱贫的坚
定信念。

奔着幸福，临高县上下
一心，攻坚克难，力争在实现
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
能掉队。

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
第五个“扶贫日”，也是第二
十六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当
晚，在无数次的掌声和一曲
曲美妙的赞歌中，2018年度
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会
在临高县临城镇落下帷幕。
一个个从临高的田野巷陌中
采撷而来沾着泥土芬芳的故
事，传递着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坚定信心。

2018年度临高“最美扶贫人”简介及颁奖词
黄尚骞

随叫随到的“土专家”

黄尚骞今年29岁，2017年2月开始担
任临高县多文镇凤雅村驻村第一书记。上
任后，他一手抓班子、带队伍，筑牢凤雅村
的党建基础，一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了扶贫事
业，黄尚骞忙得团团转，婚期也一再推
迟。在当地群众心中，他是随叫随到的种
植“土专家”。

黄尚骞跟村“两委”干部外出考察学习
后，引进了百香果种植项目，采取“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运营。村民自愿
种植百香果，企业提供种苗，并保底价收
购、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服务。截至目前，凤
雅村种植百香果130亩，34户贫困户加入
了百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百果千香

百年屹立在于根，千载留香在于魂。
他以百香果为根，建立起独属于凤雅的村
魂；他用丰收时的火红，点亮致富的明灯。

人物名片

颁奖词

曾扬
勤劳致富不忘乡亲

临高县调楼镇隆道村村民曾扬今年39
岁，家里共有7口人。曾扬的儿子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家里医疗负担很重。2014年7
月，曾扬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曾扬
及其妻子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们勤
劳肯干，利用政府帮扶的产业发展扶持资
金，投入1万多元发展养鹅产业创收，2016
年家庭年人均收入达到9200多元，并于当
年年底脱贫。

脱贫后，曾扬勇于担当，引导同村村民
加入养鹅合作社，集中资金抱团发展隆道
鹅养殖项目。2017年，养鹅合作社出栏隆
道鹅4000余只，实现当年投入、当年盈利，
村里的贫困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产业致富路越走越宽。

天道酬勤

他依靠勤劳的双手，摆脱贫困的命运；
他遵循党员的职责，带领众人一同前进。
勤奋的人，不怕困难和磨难；粗壮的双臂，
定能开辟脱贫致富的广阔天地。

人物名片

颁奖词

陈定生
甘做贫困户的暖心人

2016年，临高县税务局成为和舍镇罗
爷村定点帮扶单位。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临
高县税务局干部陈定生向局党组主动请缨
进村扶贫。他成功带领与自己“结对子”的
贫困户符成平一家脱贫。如今，符成平一家
已从不到50平方米的危房搬进宽敞明亮的
新房里。

此外，陈定生结合村里实际，号召贫困
村民积极外出务工。进村开展扶贫工作以
来，陈定生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长时间的
奔波劳累，加之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本就患
有风湿疾病的他病情加重，时常感到胸闷、
呼吸不畅。大家提醒他要多休息，陈定生却
说，看见罗爷村发生的变化，感受到老百姓
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认可，觉得一切都值得。

铁汉柔情

军人，就应该这样。面对困难，面对挑
战，顽强坚毅；面对百姓、面对家人，细致温
暖。百姓的托付，让他满腔热忱；扶贫的重
任，压不垮这个铁一般的男人。

陈赛知
贫困群众的贴心“知姐”

人均土地只有1.6亩的临高县波莲镇
古柳村，是陈赛知所在临高县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的定点帮扶村。从2016年起她
作为帮扶责任人经常进村开展工作。今年
2月，陈赛知主动请缨到古柳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他带领村干部担当作为，全力推
动脱贫攻坚工作。

陈赛知采取“公司+贫困户”的模式，引
导村里340户贫困户入股3家企业，发展澳
洲淡水龙虾养殖、柚子种植和绿化苗木产
业；此外，她牵头在村里举办扶贫专场招聘
会，21家企业共为村民提供岗位870个。陈
赛知和村干部一起努力，先后向县内外转移
富余劳动力608名，其中古柳村村民127
名。她成为贫困群众眼中的贴心“知姐”

蕙“智”兰心

她用智慧与知性，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她用关怀和爱意，温暖着古柳村村民企盼的
心。放弃舒适的工作环境，只为点亮户户灯
火；舍去陪伴的光阴，只为庇佑家家安宁。

符军
带领村民用双手致富

符军是临高县临城镇文新村驻村第一
书记。自2017年3月驻村工作以来，从精
准识别，到带动村民成立合作社发展产业，
符军为文新村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
路，赢得了村民们的称赞。他向临高县财
政局申请扶贫资金56万元，用于购买果树
苗，充分利用贫困户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
种植黄皮、石榴、莲雾、红心柚、菠萝蜜、杨
桃等果树，带领村民用勤劳的双手脱贫致
富。

符军和村干部将村里原本脏乱差的一
块空地进行清理平整，打造成便民利民的休
闲广场，该广场现已成为文新村的一张名
片。此外，符军引导鼓励村民外出务工，让
贫困户增加收入来源。

一通百达

志气，是摆脱贫穷的动力；沟通，是走
向致富的桥梁。悠然之下，勾勒美丽乡村
的广阔画卷；来往之间，连通脱贫攻坚的无
限希望。

李小芳
扶贫干部的坚实“后援”

2016年8月，“90后”李小芳来到临高
县和舍镇扶贫工作站上班，负责该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708户3241人的材料收集和校对
工作。此外，李小芳还督促指导各村（社区）
根据贫困户危房改造进度报送资料，积极为
资金拨付提供决策依据，推动和舍镇危房改
造补贴资金及时拨付到贫困户手中。

除了在扶贫工作站收集资料、制作台账、
上报信息、更新动态信息等日常工作，李小芳
还坚持每周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到各村（社
区）扶贫工作室对照扶贫手册资料信息，查缺
补漏，完善各类台账，做到线上线下信息一
致。李小芳经常加班加点整理资料、制作台
账。她一丝不苟做好本职工作，从不喊苦，成
为基层扶贫干部的坚实“后援”。

兢兢业业

她兢兢业业做好扶贫资料收集整理工
作，用无数个忙碌的日与夜为脱贫攻坚工
作扎实有效开展打下基础。她不负基层扶
贫干部的殷切寄望，在扶贫路上稳步前行、
任劳任怨。

人物名片

颁奖词

临高县财政局
撬动金融资金助脱贫

临高县和舍镇布佛村是临高县财政局
定点帮扶村，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临高县
财政局发挥自身优势，在财政扶贫资金使
用、推广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
和创新，注重提升贫困群众的“造血”能力。

该局创新产业扶贫模式，积极动员贫困
户利用扶贫惠农政策，将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委托给企业管理，入股果子狸养殖专业合作
社获益。此外，临高县财政局积极落实金融
扶贫政策，以贫困群众的资金需求为导向，与
金融机构共同推动优惠信贷政策落地。同时
出台小额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暂行办法，建
立风险补偿金制度，为扶贫小额贷款提供风
险补偿，发挥财政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撬动金融资金推动产业扶贫。

知“财”善用

知“财”善用，是他们傍身的锦囊；管
“财”惠民，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当政府部
门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为民意识”能让优
惠政策释放出更多红利。

单位名片

颁奖词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贫困户的“海上银行”

2017 年 5月 30日，临高举行深水抗
风浪网箱精准扶贫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仪式上，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丰公司）分别与临高县新
盈镇、调楼镇等 9 个镇进行签约，采取

“贫困户+村委会+公司”的合作模式，
将 9 个镇的 8415 名贫困群众的产业扶
贫资金 4636.8 万元，作为股金注入海丰
公司，由海丰公司自主经营，每年按照约
定的比例向贫困群众发放股金收益。同
时，公司开发就业岗位，让贫困群众到公
司就业增收。

贫困群众入股海丰公司，相当于有了
一个定期存折，海丰公司的养殖基地也因
此成为当地的一个富民的“海上银行”。

海上“银行”

不惧风雨的深水网箱，在海浪里牢牢
“扎根”；穿梭游弋的石斑金鲳，是贫困群众
致富的希望。稳步前行，才能肆意远航。

公司名片

颁奖词

海南鸣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
项目带动助民增收

今年以来，临高县委、县政府将发展产
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积极创新产
业扶贫模式，着力推动精准扶贫工作，一批
产业扶贫项目成效显著。海南鸣旺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以下简称鸣旺公
司）的养猪产业精准扶贫项目就是其中的
典型项目之一。

鸣旺公司的养猪产业精准扶贫项目采
取“贫困户+合作社+公司”的运营模式，由
镇农业中心、村委会根据贫困户授权，代表
贫困户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将贫困户的
产业扶贫资金，委托给鸣旺公司自主经
营。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给贫困户发放
投资收益。截至目前，和舍镇已有328户贫
困户因该扶贫项目实现脱贫。

带富乡亲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们送出一头
头猪苗，让村民看到了脱贫的曙光；他们开
设一堂堂养殖技术培训课，帮助村民把小
猪崽养得又肥又壮。

公司名片

颁奖词

王桂中
专心养羊摘贫帽

62岁的王桂中是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
村民，2016年前，家里祖孙三代10口人挤在
一间破旧的瓦房里。没有一技之长的他靠采
石、晒盐维持生计。2014年王桂中患脑出
血，2015年又因胃病接受手术治疗。疾病使
原本贫困的家庭过得更加艰难。

2016年，王桂中家被纳入大雅村第一
批D级危房改造贫困户，获得了7.2万元危
房改造补贴资金，同年12月，一家人搬进了
盖好的新房。王桂中用所得产业扶贫资
金，加入养羊专业合作社，今年以来，王桂
中已卖出近百只小羊，收入近3万元，家里
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脱贫致富后的王桂
中还向其他村民传授自己在合作社积累的
养羊经验，希望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向“羊”而生

磨难无法击倒这个黝黑的汉子，产业
扶贫的优惠政策更是给了他广阔的发展天
地，对于仍旧贫困的乡亲，他从未忘记。靠
着勤劳的双手，他正向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前进。

人物名片

颁奖词

黄尚骞 临高县财政局代表 海丰公司代表 鸣旺公司代表 王桂中 曾扬

人物名片

颁奖词

人物名片

颁奖词

人物名片

颁奖词

陈定生 陈赛知 符军

10月17日晚，2018年度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会在临城镇举行，图为获奖先进典型人物、企业和单位代表与颁奖领导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2018年度临高“最美扶贫人”简介及颁奖词由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柳莺整理）

李小芳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