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扶贫
2017年至今

共筛查出患者7928人

其中专项救治 12 种大病贫困患者

426人，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及重型精

神疾病4类慢性病患者3923人

今年以来
住院治疗贫困患者共计4796人

健康扶贫专项救助资金共计支出318万元

教育扶贫
2016年至2018年

春季学期一共资助贫困学生

约17000人

发放助学金约4428万元

2018年秋季学期

给5870名困难学生

发放助学金737.425万元

危房改造
2018年省下达四类重点对象

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000户

截至11月10日

危房改造100%开工

竣工率100%
已入住1000户

入住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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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优配强“带头人”尝试发展新产业

乐利村脱贫记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胡阳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今年是我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开展的
第一年。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推进脱贫攻坚行
动如火如荼开展着。就陵水扶贫有关情况，陵
水扶贫办主任王李庄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
专访。

记者：请简要介绍下陵水脱贫攻坚的基本
情况。

答：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陵水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始
终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头等民
生大事抓紧抓实，千方百计、竭尽所能谋取扶贫
实效。今年，我们强化了对中央和省委有关精
神的学习，进一步筑牢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
论基础。突出扶贫问题整改，以整改促进精准
扶贫。调整扶贫机制体制，健全帮扶责任体
系。持续加强“三保障”力度，高位推进产业和
就业扶贫。今年减贫953户3969人，是省下达
的3860人脱贫任务的102.8%。完成贫困村乐
利村脱贫出列任务。

记者：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把今年定为脱贫攻坚整改年。今年陵水在脱贫
攻坚问题整改上做了哪些工作？

答：陵水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照国家考
核、巡查、市县交叉考核、省委督察反馈问题及
自查自纠发现问题，陆续印发《2017年扶贫成效
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方案》《2017年度脱贫攻坚整
改问题责任清单》等系列文件，坚持谁主管谁负
责、谁牵头谁协调的工作原则，建立问题清单、
整改台账，做到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国家考核
发现的9个问题和国家巡查发现的6个问题都
已整改。

在精准识贫和精准退出方面，今年上半
年，陵水开展贫困人口“漏评”“错退”大排查，
共完成59757户273417人的入户调查工作，严
格执行动态管理有关程序，新增贫困户964户
2406人。

记者：今年陵水在推进产业扶贫和就业扶
贫上有哪些举措？

答：我们坚持高位谋划产业扶贫和就业扶
贫。在产业上，积极推进“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脱贫模式，出台了发展壮大10个特色扶
贫产业项目等方案，确保每一户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都有至少1项增收产业。在近年来庭院
经济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了
2018-2020年发展庭院经济工作实施方案，让
贫困户因地制宜实现增收。积极创新“龙头企
业+”等利益联结机制新模式，带动贫困村贫困
户抱团发展。此外，还积极推进旅游扶贫、光伏
扶贫等。今年陵水投入农业产业项目的扶贫资
金 3094.5 万元，已辐射带动贫困户 3259 户
12442人。

在就业扶贫上，陵水出台系列方案，开展贫
困村贫困劳动力排查工作及零就业贫困家庭情
况摸底排查工作，建立健全贫困劳动力就业信
息台账。今年，已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贫
困家庭劳动力就业234人。举办就业扶贫招聘
会16场，累计有494家企业进场招聘，共计提供
就业岗位1.8万个，通过各种渠道实现贫困家庭
就业共943户1426人，贫困家庭劳动力总户数
就业率为100%。

记者：今年陵水扶贫工作有哪些亮点？
答：今年陵水扶贫工作亮点不少，我只举几

个例子。在帮扶工作方法上，我们创新开展了
与帮扶农户吃一顿饭、开一次家庭会等“五个
一”活动和一个脱贫政策摘编宣传册、一本精准
收支日记账等“七个一”到户群众工作法，践行

“把贫困户当亲人”理念，拉近帮扶责任人和贫
困户的关系，促进因户施策。

在扶贫扶志上，推行开设爱心扶贫超市的
帮扶模式，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以期达到“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
的目的。

在消费扶贫上，不仅大力推进电商扶贫，设
立了消费扶贫体验店、消费扶贫专柜等平台，每
周还举办消费扶贫夜市活动，培育线下消费扶
贫新的增长点。

在增强社会扶贫合力上，开展“一企帮一
村”结对帮扶活动，目前已有38家企业与39个
行政村建立长期帮扶关系。同时，积极发动“三
湾”地区非公企业、各大景区以各种方式帮扶贫
困户。

记者：陵水扶贫工作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
题？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答：尽管今年我们以更高要求推进各方面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体
现在：一是贫困农民增收致富能力不足，二是产
业扶贫效益还不够明显，三是帮扶责任有待进
一步落实，四是政策变更衔接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群众满意度。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要通过多种举措增
强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二要积极发动社会力
量参与产业发展，三要强化督察压实责任，四要
加强政策宣传引导。

2019年，我们将按照“五个一批、六个精
准”的总要求，紧盯目标抓攻坚。通过做好10
个农业特色产业项目的跟踪、推进“龙头企业+
贫困户”等多种产业联结模式，依托产业扶贫
提升脱贫质量。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社
会保障制度衔接，使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
保、特困人员收入同步增长，与全县人民一道
共奔小康。

（本报椰林11月22日电）

陵水扶贫办负责人：

竭尽所能增强扶贫实效

11月初，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亚欠村贫困村民胡秋女在陵水县人
民医院接受了白内障手术，术后视力
恢复清晰。“这次住院治疗不掏一分
钱，开始都有点不相信，感谢党的好
政策。”胡秋女说。

原来，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城乡居民补充医疗保险、民政救
助“四道”报销后，陵水财政还建立了
健康扶贫资金，最后报销比例达95%
以上，减轻贫困病患的看病负担。

医疗、教育、住房保障是群众最
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地区脱贫
与否的重要指标。今年来，陵水继
续精准推进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和
危房改造工作，确保基本医疗、义务

教育和住房“三保障”落实到位。
健康扶贫方面，针对贫困户、低

保对象和特困人群，陵水组织医务
人员走村串户进行摸底排查，了解
他们的健康情况。据统计，2017年
至今，陵水共筛查出贫困户、低保对
象和特困人群患者7928人，其中专
项救治12种大病贫困患者426人，
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及重型精神
疾病4类慢性病患者3923人。

今年以来，陵水住院治疗的贫
困患者共计4796人，健康扶贫专项
救助资金共计支出318万元。陵水
还增加了门诊医疗救助，贫困户、低
保对象每年限额2000元，特困供养
人员5000元。部分大病、慢病患者

门诊报销比例未达80%的，可以通
过向政府申请救助，保障他们的门
诊报销比例达80%以上。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
学，是陵水教育扶贫工作一直奉行
的原则。“我们通过控辍保学机制和
关爱帮扶体系，绝不让一名学生因
家庭贫困而失学。”陵水教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16年至2018年春季
学期，陵水一共资助贫困学生约1.7
万人，发放助学金约4428万元。

陵水辍学的4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学生已到职业中专接受教
育，目前陵水没有因家庭贫困而辍
学失学的学生。今年8月，陵水制定
《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精准扶贫实

施方案》，从2018年秋季学期起，建
立从幼儿园到中职教育阶段的教育
精准扶贫机制，从细化扶贫资助标
准，精准核实学生信息、科学化申报
流程等方面着手，不让一个孩子因
贫失学，不让一个家庭因学致贫。

危房改造方面，截至 11月 10
日，陵水完成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
改造1000户，竣工率为100%，已全
部入住。在推进农村危房改造过程
中，陵水通过抓责任、抓程序、抓风
貌、抓质量、抓问责“五个抓”落实工
作，并积极引导企业参与进来，义务
指导农户和工匠开展危房改造工
作，确保工程质量。

（本报椰林11月22日电）

陵水出台方案助农户
因地制宜谋增收
计划发展庭院经济种植8326亩

本报讯 （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黄艳艳）近两年来，陵水农村庭
院经济发展取得较好成效。陵水
于近日出台《2018年-2020年发
展庭院经济工作实施方案》，计划
再发展庭院经济种植8326亩，促
进庭院经济和精准扶贫有机结
合，帮助更多农户因地制宜拓宽
收入渠道。

据了解，2016年4月起，陵水
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一项农村工
作来进行部署，要求各村充分利
用村民房前屋后及道路两旁的闲
置土地，由政府免费发放种苗，引
导农户种植效益好、销路畅通的
菠萝蜜、莲雾等农作物。两年多
来，陵水累计完成种植庭院经济
1.71万亩、道路经济496.7公里，
受益农户1万多户。

根据此方案，陵水将继续扶持
农户种植菠萝蜜、莲雾等农作物。
2018年到2020年，计划在全县范
围内发展庭院经济作物8326亩。

为提升效益，陵水将推广标准
化种植，引导庭院经济向各类专业
点、专业带、专业区靠拢，进行区域
化、规模化生产。陵水还把帮助
农户发展庭院经济纳入帮扶干部
职责，并要采取举措鼓励庭院经
济经营户与农贸市场、超市、酒
店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为庭院
经济种植户解决销售难题。

今年11月，陵水黎族自治县最后一个贫困村——本号镇
乐利村脱贫出列。

“看似水到渠成，实则并不容易。”乐利村扶贫干部陈栋感
慨道。正如陈栋所言，一切成功背后都有探索和奋斗的艰辛。

时间进入2018年，乐利村成
了陵水唯一没有脱贫出列的贫困
村。

这个深度贫困行政村下辖7
个自然村，全村总户数 344 户
1400余人，建档立卡贫困户173
户 700人。经过努力，有 133户
550人实现脱贫，截至今年年初，
仍有44户150人未脱贫。

按照前两年的“节奏”，今年乐
利村脱贫出列似乎不成问题。“但
好吃的果子都吃了，最后一关往往
最难闯。”一位村干部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事在“人”为。今年5月，海南
启动完善市县包乡镇、乡镇包村脱
贫攻坚工作机制，在此背景下，陵
水开展新一轮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及工作队伍工作。文罗镇新华村
驻村第一书记陈栋调任乐利村驻
村第一书记。34岁的陈栋在新华
村的扶贫工作有口皆碑，陵水此举
意在为乐利村选优配强“带头人”。

“经常看到他凌晨一两点还在
村委会办公楼加班。”住在办公楼
对面的村干部苏成珍说，陈栋是个
工作狂。

陈栋到来后，一方面加强了党
建工作，解决党支部凝聚力不强、

纪律松散等问题；另一方面，在帮
扶贫困户上，想了不少招数。如，
把脱贫攻坚电视夜校上讲的知识
编制成册发给贫困户，邀请企业到
夜校课堂介绍就业信息并现场招
工，谋划新的产业发展路子。

今年下半年，全省各地结合问
题整改促进精准扶贫的工作任务
越来越重。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
选择乐利村作为自己的扶贫联系
点。他说，就是要给自己选最重的
担子。有的时候，他一周连续几天
都去这个村，为党员干部和贫困户
出谋划策。

8月的一天，麦正华和村干部
及村里致富能人在村委会办公室商
讨产业扶贫办法。他出了个主意，
聘请在座的致富能人黎昌伟为村委
会名誉主任，“给他荣誉，也给他担
子，让他带领贫困户发展产业。”

黎昌伟种植和经销辣椒多年，
在外地有产业项目和成功经验，此
番正准备在本村种植朝天椒。黎
昌伟创建的陵水兴民种养专业合
作社争取到了政府扶贫资金支持，
他吸纳该村173户村民（含贫困户
和脱贫户）加入合作社中，一起种植
朝天椒。此外，他也担负起谋划乐
利村产业发展的任务。

7月30日，贫困村民符和昌在本
村一家超市“买”了一包洗衣粉。

原来，当天，陵水第一家爱心扶贫
超市在乐利村开业。按照扶贫超市规
定，贫困户发展产业、主动就业、立志
脱贫等良好行为可以换取积分，凭借
积分可免费兑换商品。符和昌凭借努
力获得了积分，他用了其中的22分换
了一包洗衣粉。

通过劳作赚取积分，进而兑换商
品，这一扶贫新举措一实施就获得贫
困户的积极响应。“近段时间，我通过
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勤奋打扫庭
院等，赚取积分。目前已经兑换了两
次商品，拿到牙膏、洗衣粉等生活用
品。”贫困村民王义锋说。

“设立爱心扶贫超市的初衷是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有了激励机制，他们
生产生活积极性提高不少。”陈栋说。

为让爱心扶贫超市常态化、长久
性运行，从10月底开始，超市的服务
对象由贫困户扩展到全体村民，并且
增设农产品展销平台。“以前只能通过
兑换券换取商品，现在也可以通过现
金购买，村民在超市里购买商品，销售
利润会作为村里扶贫产业发展资金。”
陈栋介绍，贫困户的农产品，可以放在
爱心扶贫超市中售卖，销售所得全部
归贫困户所有。

“面皮材料配比是生粉3两、淀粉7
两、盐3克、糖5克……”近日，贫困村民
林小妹和乐利村其他几十名妇女在村

委会办公楼前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课。
当天，陵水就业局把中式面点培

训班开到林小妹家门口，方便村里富
余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劳动力掌握一技
之长，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我没有什么技能，扶贫干部鼓励
我们多学习技能，技能多了，挣钱的路
就宽了。”林小妹说。

今年以来，陵水将就业招聘会办到
村里。今年已有两场村级招聘会在乐
利村举办，共有18家企业现场招聘，
提供了300多个就业岗位。挖掘机驾
驶技术培训班、水泥工匠技术培训班、
中式面点培训班、土鸡饲养技术培训
班等接连在乐利村举办，让村民有了傍
身之技。

2017年，本号镇22个行政村均
成立村集体企业，但由于种种因素，乐
利村的集体企业陵水乐富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富公司）在发展产
业上不太成功。

这也是乐利村要让陵水兴民种养
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展朝天椒种植
的一大原因。“村企业的领导是村干
部，但很多干部没有产业背景优势。
而合作社的负责人有资源，有渠道。
所以我们该依靠合作社的地方还得依
靠合作社。”陈栋说。

在黎昌伟的推动下，乐利村流转
整合20多亩土地种植朝天椒。“能文
能武，是位有想法、有能力的人。”这是
陈栋对于黎昌伟的评价。“如今，我身
上多了一份责任，力当竭尽所能帮助

村里产业发展。”黎昌伟说，以往他都
在外四处收购辣椒，但今年把重心放
在乐利村。

对贫困村民谭昌雄而言，除了朝
天椒，他如今也很期盼村里的椰子苗
快点长高。今年10月，乐利村开始发
展椰子苗育苗产业，“我们投工投劳，
能从中获得分红。”

“我们因地制宜发展长短结合的
扶贫产业。”陈栋说，乐利村椰子育苗
产业第一批育苗1万株，“这1万株作
为前期试验，如果成效好，我们的规模
是10万株。目前，已经成功流转25
亩槟榔园用来发展林下育苗产业。”陈
栋说，每株椰子苗的利润约15元，这
将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入股的贫困
户除了年终产业分红，还能通过日常

参与管理获得工资收入。
同时，村集体企业也在谋划形式

多样的发展路径。今年中秋节期间，
乐富公司按照长短结合的产业发展理
念，代销月饼，获得了11万元收入。

陈栋表示，长期以来，乐利村产业
规模化程度低，管理粗放，没有品牌产
业。“未来我们将重点发展圣女果、朝
天椒、椰子育苗等产业，计划2019年
全面推进建设，争取2020年形成3个
以上主导产业。”

今年来，经过“三保障”、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等方面的努力，乐利村有
37户132人实现脱贫，剩余贫困人口
7户18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28%，成
功脱贫出列。

（本报椰林11月22日电）

访谈

持续推进医疗、教育、住房“三保障”

陵水织牢扶贫保障网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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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乐利村，农户们在陵水兴民种养专业合作社朝天椒基地里育苗。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