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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以资源优势为依托，以产业扶贫为核心支撑，多措并举创新扶贫模式

激活资源富乡亲

绿树红花掩映下，淡黄色的莲花
成片生长在湖面上；一行白鹭掠过水
面，向远处的天空飞去；栈道旁的凉亭
里，市民和游客正在驻足休息。

“这里空气非常清新，景色很美，
我经常和家人一起来骑行。”11月24
日恰逢周末，在嘉积镇龙寿洋国家农
业公园内，海口市民陈心怡正带着家
人在骑行栈道上欢畅游玩。

“以前怎么也想象不到家乡会变
成景区，自己可以在里面工作，收入不
还少，今年脱贫有望咯！”看到景区的
游客越来越多，家乡的名字越来越响

亮，家住龙寿洋村后埇村民小组的贫困
户何姑尾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自豪感。

原有的传统农田、自然村庄经过升
级改造后成了观光采摘园，当地村民也
从单纯的农业生产逐步参与到旅游业
中。村子美了，农民致富的路子也越来
越宽。在龙寿洋，像何姑尾一样在家门
口吃起“旅游饭”的村民越来越多。

近年来，琼海市抢抓“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契机，依托当地自然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开发“农业+旅游”模
式，着力加快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与精准扶贫

的深度融合，闯出一条以旅游产业链
串起精准扶贫的新路径。

琼海先后引进碧桂园集团、融创集
团、海南叁圆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等
企业参与，成功打造北仍、沙美、南强、
加脑、龙寿洋等精品乡村旅游品牌，让
众多贫困家庭投身乡村旅游开发，实现
由单一生产性收入向财产性、经营性、
工资性、生产性四项收入并举的转变。

如今，龙寿洋、博鳌等国家农业公
园成为岛内外旅游新热点。其中，龙
寿洋核心区年均接待游客30多万人
次，带动周边上千名贫困户就近就业，

实现了“天天有收入、月月有工资、季
季有收成、年年有分红”，人均年增收
约2000元；会山镇“黎苗风情游”深受
游客青睐，带动当地土特产销售，为村
民脱贫致富开辟了新的渠道。

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优势，以及农旅结合的新路子，琼海市
乡村旅游业迎来新的增长点，农民收
入也实现新高。数据统计显示，2017
年，琼海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
待游客达到260.2万人次，乡村旅游收
入约8.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4213元，同比增长8.7%。

以资源优势为依托 | 因地制宜助农增收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在 2016 年省际交叉考核中，琼
海 市 扶 贫 工 作 的 群 众 满 意 度 达
100%，被国务院选中作为脱贫攻坚
典型案例、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并
予以全国通报表彰。在2017年全省
脱贫攻坚工作考核中，琼海市在全省
名列前茅。

近年来琼海市以抱团发展的新模
式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主要以实施

“党支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
“N+1”发展模式，统筹村级组织的示
范引领作用、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贫困户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

抱团发展多种特色产业。
截至目前，琼海全市3202户贫困

户已全部加入31家企业或合作社，组
织化比例达100%。与此同时，琼海共
培育出省级龙头企业11家，市级龙头
企业4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407家。
其中，通过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带动和
吸纳的农户近4万家。

不仅如此，琼海市借助“网络快
车”通道，破解扶贫产品销售难题。包
括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在全市建立
了61家农村淘宝服务站；引进“互联
网+农业+贫困户”的电子商务新模

式，积极鼓励物流企业加快构建镇村
网格服务站点，实现了“网货下乡”和

“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有效解决
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提升了农产
品的效益，减轻了贫困户生产成本负
担，拓宽了增收渠道。

此外，还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扶贫
模式，建立“合作社+贫困户+小额信
贷”的产业扶贫共赢机制。协调各金
融机构坚决执行基准利率，破解金融
机构内部审批系统障碍，落实省政府
关于贫困户贷款5万元以下，免担保、
免抵押的惠民政策，为贫困户送去

“及时雨”，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
不足的瓶颈。同时，设立300万元的
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消除金融
机构和贫困户顾虑，增强发展产业的
信心。

何琼妹表示，琼海市将继续深入
开展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落实好

“两个巩固”“三个不减”“四个确保”和
“十大行动计划”，在精准上下功夫，在
提升上做文章，举全市之力打通全面
小康的“最后一公里”，确保脱贫攻坚
战由“打赢”向“打好”转变。

（本报嘉积12月19日电）

创新多种扶贫模式 | 拓宽村民致富通道

“自从咱们村里引进新产业以后，
给村民们带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家
的精神面貌都好了起来！”嘉积镇黄崖
村委会主任卢传江说。

2017年以来，在琼海市委、市政
府的引导下，黄崖村与海南益芝祥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引进了新的种
植产业，并通过“公司+贫困户”的模
式，充分利用农户家中的槟榔园、橡胶
园里的林下空闲地，大力推广林下种
植菌类，带动贫困户发展蘑菇种植产
业，提高产业脱贫效益。

琼海市扶贫办主任冯雄介绍，黄
崖村发展灵芝蘑菇种植产业是琼海市

近年来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的有效尝试
之一。不仅能有效丰富村里的产业业
态，改善“空壳村”问题带来的影响，还
能帮助村里贫困户更好地参与就地就
业，增加家庭稳定收入，为整村推进产
业扶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脱贫的主
要依托。近两年来，琼海市将产业扶贫
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举措，在帮助贫困
户发展槟榔、橡胶、土鸡、肉猪等传统农
业的基础上，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支持
发展花卉、灵芝、沉香种植，以及黑山
羊、特种野猪养殖和粽子生产、苗绣加
工、光伏发电等产业，逐步探索出多渠

道、多元化的产业扶贫模式，从而确保
产业扶贫实现全覆盖、组织化、规模化。

2018年琼海市共投入产业发展扶
持资金2881.11万元。截至10月底，已
支出产业发展扶持资金2840.7万元，支
出进度98.6%，推行农业产业化财政资
金股权分红，组织农业股权收益扶贫项
目31个，带动贫困户3202户。

此外，截至目前，2018年琼海全市
产业扶贫分红共计42.14万元，2629户
贫困户受益；全市5个贫困村实现光伏
产业全覆盖，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3万
元，彻底解决了“空壳村”难题。

着眼当下，产业扶贫作为实现贫困

人口长久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最重要的
“引擎”，是琼海市巩固脱贫攻坚胜利成
果的重要保障。目前琼海市脱贫攻坚工
作已进入巩固提升阶段，必须实现“输
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才能
确保贫困户稳定增收不返贫。而实现

“造血”的关键，就在于扶贫产业的发展。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表示，要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现有特色优势
产业的培育壮大，加大扶持力度，发挥
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在让贫困群众
脱贫的同时，让广大农民都能共同享
受发展带来的红利，真正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产业扶贫为支撑 | 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既能增加收入，
还能学到一门有用的
种植技术，政府的扶贫
政策就是好，增收致富
有盼头咯！”11月23日
清晨，当初冬的阳光洒
向大地，琼海市嘉积镇
脱贫攻坚黄崖灵芝蘑
菇种苗培育示范基地
内，一排排整齐“列队”
的圆柱形菌包长势良
好，黄崖村村民梁英一
边细心检查菌包的生
长情况，一边满怀信心
地说。

作为实施精准扶贫
策略，引导农民就业、提
高贫困人口收入的具体
实践，琼海市嘉积镇脱
贫攻坚黄崖灵芝蘑菇种
苗培育示范基地的创建
是琼海市大力推进扶贫
工作，促进乡村振兴发
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琼海市
委、市政府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
程”，紧紧围绕“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因地制宜，创新思
路，以当地资源优势为
依托，以产业扶贫为核
心支撑，多措并举创新
发展多种扶贫模式，从
而有效巩固提升脱贫
成效，让农民腰包鼓起
来，让农村经济富起
来，为确保琼海市脱贫
攻坚战由“打赢”向“打
好”夯实基础。

琼海推进扶贫产业
“五化”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为更好地谋划好扶贫产业未来发
展，琼海市结合本地农村和脱贫攻坚工
作实际，通过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产业
扶贫的主攻方向，全面实施产业扶贫巩
固提升行动计划，切实推进扶贫产业“五
化”发展，为全市脱贫攻坚决战阶段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系统地谋好篇、布好局。

一是推动扶贫产业向规模化发展。
坚持把扶贫产业规模化作为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加大对扶贫产业
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继续推进花卉、灵
芝、沉香种植，以及黑山羊、特种野猪养
殖和粽子生产、苗绣加工、光伏发电等扶
贫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稳定增收产业。

二是推动扶贫产业向组织化发展。总
结和推广“党支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等成功模式经验，结合电子商务、订单农业
等新兴业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同时，
继续加强扶贫产业合作社的管理和扶持力
度，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保底机制，通过就
业带动、定价收购、保底分红等方式，确保
入股贫困户持续获得稳定的收益。

三是推动扶贫产业向融合化发展。
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加快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在农
村地区融合发展。加大力度建设“共享农
庄”，不断完善提升沙美、北仍、加脑、鱼
良、南强等精品乡村旅游品牌，让更多农
民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四是推动扶贫产业向特色化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结合
各镇村实际选取有基础、有特色的产业
扶持发展，推动各镇村合理整合利用集
体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避
免盲目跟风、恶性竞争，力争做到每个镇
（区）发展和巩固2-3个脱贫主导产业，
每个村有1个特色产业。

五是推动扶贫产业向品牌化发展。
立足于琼海市果、菜、畜牧、海洋渔业等
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集中资源和精力
打造3个以上在全国、全省叫得响的知
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每个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培育2-3家知名企业产品品
牌，形成“母子品牌”相互支撑的品牌体
系。推动各农业行业积极加大品牌创建
力度，选准优势创建方向，集中力量打造
1-2个知名农产品品牌，提高“琼海名特
优产品”的市场影响力。

（本报嘉积12月19日电）

（（以上数据摘取自以上数据摘取自《《琼海市琼海市2018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20182018年年1111月月））

琼海市
主要扶贫
工作成绩

在2016年全省市县党委和政府扶贫
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位列第三名

在2017年全省市县党委和政府扶贫
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列第一名

2016年、2017年
共完成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脱贫
2616户 10520人

2016年以来，琼海
市 总 计 完 成 2616 户
10520人脱贫退出，5个
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今年以来，截至11月8日
累计投入教育保障资金995.975万元，7991人次受益
累计投入医疗保障资金 1310.725万元，17287人次受益
共筹措资金2948.5万元用于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共投入产业发展扶持资金2881.11万元

沙美村结合自身情况，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社会资本，发展热带高效农业、休闲渔业、民宿、农家餐饮等，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图为村中的农家餐饮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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