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陵水以产业扶贫支撑精准脱贫，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万众一心打赢脱贫攻坚战

穷山村走上
“美丽”脱贫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亮嘉

“2014年10户46人脱贫，2015年
34户145人脱贫，2016年8户28人脱
贫，到今年，我们村已经只剩下一家贫
困户了。”本号镇大里地区什坡村党支
部书记陈亚海介绍，在2014年之前，什
坡村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是贫困户，
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是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才让我们的村子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

事实上，什坡村所处的大里地区拥
有秀美山水风光，但过去因为位置偏
僻，交通闭塞，致使发展滞后，大多数的
村民也仅靠务农自给自足，收入水平较
低，存在大量贫困人口。

“上世纪90年代，才修了第一条泥
土路通到大里，改变我们村与世隔绝的
状态，村民才可以把农产品卖到外面
去，还可以出去打工。”陈亚海说，通了
路让村民挣上了钱，让村民的生活逐渐
开始发生变化，“到2013年前后，政府
又给我们修了水泥公路，交通更方便
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村里收购农产
品，我们的东西再也不愁销路，钱包也
鼓了起来。”

大里还在脱贫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
新路子。近年来，陵水在大里地区大力
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对包括村庄道路、
排水排污、路灯亮化、瀑布景观等方面的
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建设，同时围绕黎族
元素对公路沿线房屋进行立面改造，村
民的生活条件与乡村面貌有了明显改
善，更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村庄”。

借助周边的生态资源优势，乡村旅
游在大里逐渐火热。“我当年嫁进来的
时候，路是黄土路，房子就是瓦房，根本
没人会来这边旅游。”小妹村村民符美
红说，这两年村子环境改善，大里瀑布
名声很响，游客越来越多，重大节假日
期间游客人数甚至能破万。村民也会
趁着节假日游客量大的时候，将灵芝、
蜂蜜、椰子等拿到瀑布景区周边售卖，
很受游客欢迎，许多人都得以吃上“旅
游饭”，增收不少。

大里也顺势建起了农家乐、民宿、黎
锦合作社、舞蹈队等，不仅增加了村集体
的收入，并且为村民提供了许多的工作
机会。符美红就成为村集体所创办的民
宿“大里黎家客栈”的店长，每个月可以
拿到1700元的工资，“因为有了这份工
作，我们家也在去年就实现了脱贫。”

而在未来，大里会在巩固农业发展
的基础上，进一步谋划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大里黎乡瀑布旅游品牌，大里也成
立了集体公司，目标是更加有效地带领
村民继续开发旅游产业，让这碗“旅游
饭”成为大里村民的“铁饭碗”。

（本报椰林1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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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能靠种点

槟榔，养养鸡才能有一

点收入，维持温饱就不

错了，生活过得很苦。”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

镇什坡村村民马海连

感慨着过去的艰难，也

珍惜着当下的幸福。

“这些年来，县里、镇里

一直给我们帮助，修路

修电，又送来种苗、猪

苗，我们的生活才有了

大变化。”

陵水县志记载，

1983 年，陵水农民人

均年纯收入仅有 243

元。至2000年，全县

6 个 贫 困 乡 镇 还 有

20%的农民尚未脱贫，

这部分人年均纯收入

只有1600元。回首往

昔，陵水改革开放的40

年，无疑也是向“贫困”

宣战的40年。

这 40 年间，陵水

的扶贫工作在不断取

得新突破的过程之中，

也走到了脱贫攻坚的

重要关口。近年来，陵

水想办法，出实招，大

力推进产业扶贫，高位

谋划农村产业发展，发

展乡村旅游、庭院经

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

入，着力强化产业扶

贫，创新消费扶贫，以

党建引领，走出一条脱

贫攻坚的陵水之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亮嘉

如何让贫困户的钱袋子鼓起来？
这是脱贫攻坚中最现实的问题。在大
力推动产业扶贫的同时，陵水鼓励和扶
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
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

在英州镇走所村，令外来人感到好
奇的是，许多农户的庭院里都栽种着少
则数十，多则上百盆盆栽，开花时节姹
紫嫣红，分外好看。“这是由企业提供种
苗、花盆、立体花架，发动每家每户利用
房前屋后空地领养种植，养成后农户可
以获得领养管理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可以增收。”英州镇扶贫办的工作人员
陈明说，如果农户积极种植，只靠种花
一年就可增收数千元。

而这正是陵水从2016年开始大力

推广的庭院经济。由政府或企业提供
种苗，贫困户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土地种
植菠萝蜜、莲雾、荔枝、槟榔、百香果等
热带经济作物，把庭院建成家庭增收的
阵地、安居休闲的场所，形成了“一镇一
业”品牌。到今年，陵水已累计完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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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了产品还不行，如何销出去
才是关键。为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让大山里的农产品走出去，陵水帮助农
民转变了传统的销售模式，从建平台、
聚群力、拓销路等方面发力，以建设电
商扶贫中心、举办电商扶贫节等方式，
促进农产品销售。今年来，全县农产品
电商上行交易额 2.1 亿元，同比增长
34%。

乡村旅游的开发也让贫困户看到
了脱贫的新路子。陵水引进社会资本
建设美丽乡村，引导24家企业与24个
行政村建立长期帮扶关系，助推发展乡
村特色旅游产业。坡村成功挖掘红色
和民族旅游文化资源，组建“坡村演出
团”，实现119名村民就业和75户贫困
户成功脱贫，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
了“旅游饭”。

促进贫困户就业无疑是助力脱贫
的有效途径，陵水聚焦就业扶贫，确保
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家庭
有一人以上稳定就业。一方面积极开
发农村公益性扶贫岗位，设有保洁员、
护林员、治安巡查员等职位，仅2018年
就安置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234人。

另一方面则积极开展就业技能培

训，不断为贫困户搭建就业平台，从县级
招聘会，到镇级招聘会，乃至于组织企业
进村招聘，让雅居乐物业、分界洲岛景区
等大企业走到村民家门口来招人。

而大量的村办企业也为贫困户的
就业提供了机会。“我现在也算是企业
员工了。”大坡村村民黄仁坤成为了村
办和牛养殖企业的员工，他对此十分满
意，“每天在基地里负责喂料和清理牛
栏，每月能有2200元的工资收入，收入
有了长期保障，去年全家还领到了分
红，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了。”

钱袋子鼓起来，生活好起来，脱贫
致富的前景也光明了起来，收入渠道的
拓宽、收入的增加让农民摆脱了收入来
源单一的窘境，切实地看到了生活的变
化，才真正地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现在的陵水乡村，“产业”成为了
一个众人闲谈之间时常出现的高频词
汇，它已经从原本似乎触不可及的空中
楼阁，逐渐变成村民身边实实在在的一
座座果园、种植基地、养殖基地。

“2009 年以前，村民大多都住瓦
房，现在基本上都盖起了小楼房，有的
村民还买了小汽车。”光坡镇武山村村
民陈振帅说，武山村能够摆脱贫困面貌
就是得益于圣女果产业的发展。近年
来，武山村家家户户都种植圣女果，种
植面积已超万亩，靠其脱贫乃至于发家
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

事实上，不仅是在武山村，圣女果
产业早已成为陵水农业的一张闪亮名
片，而圣女果的种植也早在陵水各地推
广开来，并惠及越来越多的农户。

“前年种植圣女果我赚了 2万余
元。”本号镇长埇村村民黎大雄介绍说，
2014年镇政府给他家发放了1000株
圣女果苗，让他家从此走上了脱贫的道
路。在今年被评为陵水“十佳脱贫之
星”的本号镇中央村村民符益祥，去年
也是凭借种植6亩圣女果纯收入约6万
元，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圣女果产业日渐兴旺的背后，贯
穿的是陵水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的决
策。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曾表示，产业
扶贫是实施精准脱贫的核心和根本，

“根据陵水的实际，我认为我们首先要
把扶贫产业选准选好，依靠扶贫产业带
动群众增收，实现脱贫致富”。

为此，陵水高位谋划产业发展，出
台《关于发展壮大10个特色扶贫产业

项目工作方案》，谋划布局了圣女果、小
黄牛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种养殖业
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布局之外，陵水
通过“合作社+贫困户”“村集体企业+
贫困户”“龙头企业+贫困户”等多种形
式推动着产业扶贫的蓝图落到实处。

“龙头企业+”等利益联结机制模式
就是陵水的大胆创新，这一模式有效地
整合利用扶贫资金，带动贫困村贫困户
抱团发展。英州镇成立润达扶贫农业
公司，助推英州镇1864户贫困户的产
业帮扶，每年分红利润达180万元，带
动贫困户走上产业脱贫之路。

本号镇则由每个行政村创办了村
集体公司，这些村办企业通过运作经营
火龙果、小黄牛、茶树菇、百香果等特色
产业，基本形成“一村一企一品”的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新格局。经过规范化的
村办企业管理，本号镇军普村火龙果基
地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有100万元的
收益，104户贫困户以政府扶持火龙果
种苗形式，与农业公司联合种植火龙果
205亩，2018年实现户均分红3600元。

“去年7月下种，今年收获，我们村
终于有村集体产业了！”军普村党支部
书记符育人表示，有了产业也就有了对
未来更大的期盼，村民从一开始有犹疑
到现在主动谋求把火龙果产业继续做
大。从中所折射的是，产业在农村兴
起，促使陵水的扶贫攻坚实现了从“授
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产业动
力的注入与由此催生出农村发展的持
续性内生动力，正在成为陵水农村脱贫
的强大引擎。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陵水
的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我们
可以看到的是，鲜红的党旗始终挺在了
扶贫的最前线。

陵水近年来推行夜宿夜访制度，要
求每个县级领导干部，每月至少有一天
一夜在农村度过，和老百姓同吃同住。
通过深入贫困户家中与他们一对一、面
对面、心交心地夜聊长谈，帮助引导贫
困户破除封闭、落后的思想观念，用心
用情帮助群众把准“穷脉”，拿出明确科
学具体的帮扶措施。陵水目前通过“夜
宿夜访”制度帮助贫困户解决危房改
造、就业、医疗等问题1300余个，得到
了老百姓的真心欢迎和交口称赞。

不仅仅是县级领导干部，在扶贫工
作中，处处都可见陵水的各级干部“动

起来”“沉下去”“接地气”服务百姓的身
影。通过“五个一”活动和“七个一”到
户群众工作法，陵水进一步压实了帮扶
责任，拉近了帮扶责任人和贫困户的关
系，与贫困户“打成一片”。

摘录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中提及的
扶贫政策知识，编制脱贫手册，创新推
出“夜校课后小课堂”，推动全县首家爱
心扶贫超市开业……自驻村工作以来，
本号镇乐利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栋办的
一件件实事，乐利村村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每天吃住在村委会办公楼，就
连领结婚证那天都还在连夜加班，我经
常看到他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提起陈
栋，乐利村两委干部苏成珍的评价是

“踏实、尽责、心系百姓”。陈栋正是陵

水各级干部投身于扶贫工作第一线的
缩影，而他们的辛勤工作换来一座座乡
村改变了面貌，一家家贫困户摆脱了贫
困。

“既然村民选择了我，我就要给他
们一个交代。”这是当选文罗镇五星村
党总支书记时，黄丽萍作出的郑重承
诺，她也通过两年多来的不懈努力，交
出了一份高分答卷。自2016年6月任
职以来，黄丽萍以村党总支部为引领核
心，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脱
贫模式，成立合作社、种植基地，使村集
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村民的年人均
收入从不到4000元提升到近7000元。

正是得益于村党总支的引领，截至
2017年底，五星村已有133户573名贫
困户脱贫，剩余的20户77人也有望在

2018年底全部脱贫。而黄丽萍个人，
更是凭着扶贫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荣获
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在黄丽萍身上，既可以看到党员干
部的带头作用，同时也折射出陵水以

“党建引领促进扶贫模式创新”所取得
的重大突破。五星村所采取的发展模
式，正是陵水积极探索的“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脱贫新模式，并在全省首个
设立村一级产业委员和就业委员，走出
了一条脱贫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毋庸置疑，这里是正在发生着巨变
的陵水乡村，穿越改革开放40年来的
风风雨雨，一个又一个曾经挣扎于贫困
中的农民家庭，正在实现着他们祖祖辈
辈都在追求的美好愿景：摆脱贫困，享
受富足的生活。（本报椰林1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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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政府前的广场上，20名参加过中式面点制作培训的贫困户现场为乡亲们制作糕点。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高位谋划 产业扶贫支撑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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