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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也是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内
容。当前，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海南乡
村。本报今起开辟《乡村振兴在海南》系列报道，结合各自主题选取5个代表性乡村进行“解剖”，探寻乡村振兴之路，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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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梁振君 黄媛艳

“村子环境优美清净，十分适合过慢
生活，我们住了3天！”11月22日中午，带
着妻子来到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忆乡
人”民宿度蜜月的“90后”贵州游客古骄
阳坐在轻晃的秋千上休憩，十分悠闲。

然而，在一年前，进村住民宿的一
位游客给出的网评却是另一番“风景”：
村子黑漆漆的，猪粪牛粪味道难闻，夜
里还听到鸡叫声，才住了一天民宿就赶
紧换地方了……

2017年10月，三亚市委、市政府投
资1.2亿元，将博后村就地改造为“5A
级”美丽乡村，让这个曾经“脏乱差”的村
庄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成功逆袭。

博后村的喜人变化离不开村“两
委”的带动。铺设污水管网，整治村道
和臭水塘，村民企业共建民宿、开超市、
开农家乐，村子不仅越来越美，而且活
力四射……村“两委”干部通过开发属
于本村的“富美秘籍”，让越来越多的老
乡有业干、共发展。

“坏书记”变“好书记”
带领村民修村道建民宿

“别看我们村路笔直漂亮，刚开始
拆围墙修村道的时候，很多村民还不干
呢！”博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
少洪带着海南日报记者转村子时笑谈，

“现在村民的态度不一样了，不少村民
主动问我，家门前的路什么时候通呢！”

村民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大转
变？一切源于村民亲眼所见：路修到哪
里，就富到哪里。

“我伯父就是当年反对修路的村
民。”“海纳捷”民宿主人谭中仙说，他在
2017年初将自家猪圈主动拆了建民
宿，随后发动家人做伯父的思想工作,
如今，伯父家的路通了，两层的房子也
租给企业建民宿，一年租金收入就有

25万元。
博后村下辖4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

组，土地是盐碱地，村民过去以养殖为
业。征地修路之初，苏少洪背地里被不
少村民说“闲话”，有位村民甚至质问他：

“把猪圈拆了，我们靠什么生活？”
事实上，博后村地处亚龙湾，毗邻

森林公园、海底世界、玫瑰谷景区，建设
美丽乡村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玫瑰谷景区考察时
留下殷切嘱咐“小康不小康，关键靠老
乡”，而这句话如今也被博后村镌刻在
村门口的石头雕塑上。

“习总书记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们
村‘两委’干部。”苏少洪说，建设美丽
乡村，发展民宿产业是带领村民致富的
好路子，硬着头皮也要干！

苏少洪以博后村新坡二村村民小组
作为示范点，发动村“两委”成员挨家挨
户做思想工作，既讲政策又打“感情牌”，
仅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征拆工作。

美丽乡村建成后，博后村面貌焕然
一新，村道旁成排的农家别墅建成了多
家乡村客栈。2018年春节，全村的客
栈提前一个月预订一空，单间均价每晚
1000多元。

“那些曾说我是‘坏书记’的村民，
现在又说我是‘好书记’了。我说我好
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日子过
好。”在苏少洪的眼里，建设美丽乡村，要
让村民得到“真金白银”的“美丽收获”。

支持资本下乡
村企共建民宿共享红利

史文龙是北京“90后”小伙，2013年，
他负责打理的“忆乡人”民宿在村口开
业。史文龙说，房子是和村民租的，现有
37间客房，旺季时常常住满，“我们吸纳了
5名村民就业，这也是和村‘两委’达成的
不成文的约定——帮助村民一起成长。”

苏少洪是“忆乡人”民宿的“常

客”。“苏书记的工作特别多，有时他太
累了，在前台的沙发一躺下就能睡着。”
史文龙说。

为促进村子发展，苏少洪想了不少
法子。一开始，有的村民很排斥企业进
村，但他与村“两委”干部鼓励村民和企
业以合作、参股的形式共同经营民宿，做
到村企“一起开发、一起经营、一起成长”。

苏少洪说，现在村民发展积极性都
起来了。“目前村里已有12家民宿营业，
有47户村民准备与企业签约建民宿。”

三亚吉阳区农工委副主任马奎营
介绍，广开大门，让更多的小企业进村
投资，是博后村“两委”在招商引资上的
创新之处。“小企业投资模式更灵活，民
宿风格更多样，价格层次丰富，吸引的
客流也更多。”

在村企合作的过程中，博后村“两
委”努力寻求“美丽收获”的最大公约
数。比如，对有进村投资民宿意向的企
业进行资质审核；对寻求企业合作的村

民，要求其民宿环境条件、绿化设施都
要达标。近期村里还准备成立博后村
旅游合作社，统一民宿价格和服务标
准，避免恶性竞争。

村“两委”贴心服务
美丽乡村美到村民心里

“苏书记，你看我们店里的遮阳棚，
能否改成长廊式？”

“只要不影响美丽乡村整体规划，
具体你们定。”

11月22日中午，“小船儿渔家”农家
乐老板胡启精正忙着招呼客人，看到从门
口经过的苏少洪，赶紧问了一句。胡启精
说，虽然是小事，但事关美丽乡村建设。

在与村民共治的过程中，村“两委”
干部贴心服务，当村民的“暖心人”。

“有些手续需要村委会帮忙出证
明，但一些细节不符合相关部门要求，
我又要返工。村‘两委’干部不仅十分
耐心，还会做自我批评，说主要是自身
因工作做得不细致！”胡启精说。

在博后村，村“两委”还设立“便民
服务站”，除了工作日，周末也有人值
班。“万一有村民家刚好没电了，需要交
电费，没人值班可不行！”苏少洪说。

“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组织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博后村通
过村“两委”带动，开发“共建、共享、共
治”的美丽秘籍，建立村企共建机制，让
每一位村民都参与到美丽乡村的建设
中，并得到了“真金白银”的“美丽收获”。

“接下来，我们计划结合省里大力
支持的共享农庄建设，发展共享经济，
针对游客的需求投资乡村特色餐饮、黎
族文化演艺，做好亚龙湾景区的后勤服
务。”苏少洪说，美丽乡村不仅要村子美
丽，还要村民富裕。要想乡村振兴，村

“两委”班子必须将好的想法落到实处，
才能让村民“美到心里”。

（本报三亚12月3日电）

村“两委”干部带动村企共建、共享、共治，寻求“美丽收获”的最大公约数

三亚博后村的富美秘籍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村党支部书记苏少
洪是“70后”退伍军人，他带领的村“两委”干
部敢闯、求新、肯干，发动村民共建美丽乡村、
与企业共享民宿发展成果、和村“两委”共治
共理家园，使组织振兴成为振兴乡村的动力
引擎。

思路决定出路。村“两委”班子最怕没思
路，“火车头”如果没有方向感，整列火车驶向
何方将成为未知数。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大
胆创新，基于博后村位于亚龙湾，毗邻森林公
园、海洋世界、玫瑰谷等景区的区位优势，博
后村“两委”带动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给村民
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博后村“两委”用
实际行动和贴心服务打消村民的顾虑和疑
惑，大力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让村民主动拆猪
圈修村道建设美丽乡村；从村民利益出发，引
进村企共建民宿，建立机制促村企双方利益
最大化，让原本“脏乱差”的博后村成功“逆
袭”，充满发展活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博后村“两
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民
心，村“两委”干部时刻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
心上，让百姓暖心、放心，带领村民齐心共建
美丽家园，共享“美丽收获”，以组织的振兴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组织振兴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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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展示·扶贫

恒大创新扶贫模式，实施精准帮扶，助贵州大方县近18万人初步脱贫

扶贫项目落地生根 贫困群众脱贫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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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集团为大方县开出的一剂
主要“药方”是产业扶贫。恒大集团
结合当地实际，发展蔬菜、肉牛、中药
材和经果林等特色产业，为每户贫困
户配备至少两个产业项目，并引进上
下游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基地”的帮扶模式，实现

“供、产、销”一体化经营，帮助贫困人
口就地脱贫。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此
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因地制宜的产
业扶贫很重要，比如毕节十个县区，

根据其独特的生态和气候条件，恒大
集团打造了中国西南部两大基地，一
个基地是中国西南部最大的蔬菜瓜
果生产基地，一个是中国西南部最大
的肉牛养殖基地。”

据了解，蔬菜基地方面，恒大集
团建设了6万栋大棚、40多万亩蔬菜
瓜果大田基地，以及配套的育苗中
心，引进来上下游企业79家，来解决

“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这一
根本性问题。

贫困地区的产业经常陷入一个

怪圈：产量好了，价格低了；价格高
了，产量低了。看似公平合理的市场
规律，却让朴实的农民晕头转向：不
知道种什么、不知道怎么种、不知道
种多少、不知道卖给谁。通过全方位
的产业实地调研，恒大集团调研组了
解到大方县受气候条件影响，蔬菜品
质较高。因此决定通过建立“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帮扶模
式，帮助当地发展蔬菜产业。

恒大集团引进12家蔬菜上下游
龙头企业进入大方县，并配建蔬菜集

散中心。根据市场需求生产的蔬菜
成熟后，由集散中心到田间地头向合
作社现场收购，然后集中洗、拣、分，
把绿色蔬菜供给到重庆、贵阳等地。

目前，恒大在大方县已建设
60980栋蔬菜大棚，建成36.7万亩蔬
菜大田基地、28.6万平米育苗中心、
28处储存及初加工基地，通过“供产
销”一体化的蔬菜产业精准扶贫模
式，解决了农户“不知道种什么、不知
道种多少、不知道怎么种、不知道卖
给谁”的根本性问题。

美丽乡村建成后，博后村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博后村中的民宿。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们这里家家都种冬荪，一
年种三年收，好打理，还有公司现
场收购，不愁销路！”36岁的陶发
军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恒大七
村的搬迁贫困户，家里除丈夫外还
有两个不到2岁的孩子。过去，陶
发军一家老小的生计全靠门前屋
后的两亩地，每年种苞谷的收入不
到1600元，“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没有余力改善生活。”

2016年，陶发军一家被纳入
恒大精准帮扶对象，并搬进了恒
大七村，同时进入了新村配套的
食用菌基地务工。

“冬荪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在
大山里头就可以种，但是由于没
有技术，也没有资金买种子，之前
一直没有种过。”陶发军说，“现在
我们每户帮扶对象都在合作社里
承包种植了80平方米的冬荪，并
且有专业的公司指导生产和收
购。大家平时在基地里务工，不
但能学技术，每天还有70元的工
资！”对比起以前的生活，陶发军
现在感到无比幸福。

大方县贫困面广、贫困人口
多、贫困程度深，是我国脱贫攻坚
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之一。在全
国政协鼓励支持下，恒大集团从
2015年12月1日开始结对帮扶
毕节市，无偿捐赠110亿元，计划
到2020年帮扶全市100多万贫
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如今的大
方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
有近18万人初步脱贫。

奋战1096天
精准帮扶取得阶段性成果

过去1096天里，在大方县，恒大扶贫队员们翻
山越岭、走村入户，用“铁脚板”丈量着大方的土地，

“五加二”“白加黑”成了工作常态。
如今，恒大集团的精准帮扶措施已覆盖大方县

全部18万贫困人口，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总建筑面
积约400万平方米的103项重点工程去年6月底已
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包括移民搬迁安置区、学校、
医院等80个重点工程和产业扶贫项目。

其中，产业扶贫方面，恒大集团结合当地实际，
已建成蔬菜、肉牛、中药材、经果林产业化基地482
个，引进43家上下游龙头企业，通过产业带动贫困户
增收；易地搬迁扶贫方面，恒大援建50个新农村和县
城安置区奢香古镇，共安置5000户、2万人，已全部
搬迁入住；教育扶贫方面，恒大通过建学校、强师资、
设基金，全方位补足当地教育资源缺口，已建成26所
学校并全部投入使用；就业扶贫方面，目前已帮助毕
节市培训10.7万人，推荐就业7.2万人，人均年收入
4.2万元，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特困群体生
活保障扶贫方面，恒大援建的1所慈善医院、1所养老
院、1所儿童福利院已竣工交付。

如今的毕节市，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安格斯和
西门塔尔之乡”，未来将给更多的贫困群众们带来
稳定的收益，确保他们稳定脱贫。三年来，恒大集
团通过这一系列产业扶贫措施，不断弥补大方县产
业发展短板，使产业扶贫项目在古彝圣地上呈现

“百花齐放”的景象，推动大方脱贫攻坚“加速度”，
加快大方县脱贫出列的进程。

创新扶贫模式 解决产业发展难题

恒大援建大方县县城安置区奢香古镇。

陶发军正在采摘冬荪。
（撰文/谌红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