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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初，省委书记刘赐贵在儋
州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指出儋州要从
系好精准扶贫的“第一粒扣子”开始。儋
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贫困户识别不精
准的问题，决定脱贫攻坚工作推倒重来，
坚定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必须完成、
无路可退、容不得半点松懈和麻痹的重
大政治任务，果断调整峨蔓等4个扶贫
不力镇主要领导，在16个镇设立脱贫攻
坚大队，市包点领导全部担当包点镇脱
贫攻坚大队长，从市直机关抽调654名
优秀干部驻村专职扶贫。儋州市人大副
主任陈清奎兼任峨蔓镇党委书记，坐镇
指挥长荣村脱贫攻坚。

儋州市脱贫攻坚推倒重来，长荣村
驻进4名专职扶贫干部，加上镇里5名帮
扶责任人，9名帮扶责任人对长荣村开展
为期2个月的精准识别和精准退出大排
查活动。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王万国家被查

出：夫妇两人在三亚打工，在三亚市凤凰
区芒果村购买地基建有三层楼房，大女儿
在那大镇中心学校读书，大儿子在三亚市
英才学校读书，2岁小女儿带在身边，家庭
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经调查、评议、
公示等程序，按照《儋州市开展精准识别
精准退出全面排查操作攻略》相关标准，
王万国家从贫困户序列被清退。

长荣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7户
448人，经过拉网式大排查，清退错评户
28户143人，新增贫困户10户37人，长
荣村最终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339
人（人口不断变动中）。

陈清奎介绍，根据儋州市委、市政府
的部署，长荣村全面大排查活动，严格核
对、公开反馈、剖析根源、解读政策，确保
不错评一户不漏评一户，2016年脱贫18
户85人，2017年脱贫35户183人，今年
脱贫13户61人，目前仅剩3户10人未
脱贫。

在峨蔓镇扶贫办，记者看到长荣村
贫困户薛炳智家的脱贫退出流程材料，
厚厚一沓共25页纸，包括贫困户信息对
照采集表、《海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申请验收表》、村民主评议（含签到表、会
议纪录、评议结果统计表）、村委公示（附
照片）、上报镇政府报告、镇政府审核确
认验收名单（附镇领导班子会议记录）、
《海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验收表》、
镇政府审核确认退出名单（附镇领导班
子会议记录）、镇政府公告（附照片）、上
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等10
份材料。

材料显示，薛炳智家去年登记为贫
困户，今年10月22日镇政府下文件确定
他家退出贫困户名单。

峨蔓镇镇长李茵说，长荣村贫困户
脱贫退出材料都像薛炳智家一样详细，
目的是确保小康路上不漏一户。

（本报那大12月25日电）

一个贫困村的脱贫报告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驻村扶贫干部的平常一天

本报那大 12 月
25 日电 （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李珂）今
年，儋州市派出 654
名优秀干部驻村专职
扶贫。6月21日，儋
州市商务局干部杜伟
被选派驻峨蔓镇长荣
村专职帮扶15户贫
困户。因为工作积
极，表现突出，今年
10 月 26 日，他又被
儋州市委组织部任命
为峨蔓镇茅园村驻村
第一书记。为展示扶
贫干部真实的工作状
态，近日，海南日报记
者记录下扶贫专职干
部的一天工作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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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吃过早餐，杜伟骑自行车到贫困群众薛

炳献家。薛炳献家因病致贫，今年11月份，
他外出打工，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奶奶无人
照顾。村里自来水管正在铺，生活水还要从
井里打，杜伟隔几天就过来帮老奶奶打水。

8：20
杜伟来到贫困群众羊月春家。她家刚

完成危房改造，杜伟前来通知她家厕所已
经通过验收，同时告诉她，旧房属危房要拆
除，可以跟镇政府申请把破旧的瓦和粱拆
掉，保留好的墙基改造成羊舍。

9：00
杜伟来到贫困群众薛炳智家中，告知他

家厕所已经通过验收。

9：10
杜伟走访贫困群众薛亮高，并带他到

木棠申请安装电表。正好遇到他的儿子薛
为展在家，指导其整改电线，并要求当天整
改好。

9：20
杜伟来到贫困群众薛炳祥家，提醒他尽

快将户外厕所建好，以便组织验收。薛炳祥
表示，当天可以刷好内墙，等两天水泥干了把
马桶和门装上就可以验收。

10：20
杜伟回驻地开车带薛亮高到木棠镇供电

所，帮他解决新房电表安装问题，供电所答应下
周安装好。在返程路上，杜伟与薛亮高闲聊得
知，他妻子刘利玉一直在外打零工，因为担心
收入太高影响贫困户身份，一直没说。杜伟趁
机向他宣传扶贫政策，政府帮扶他就是希望收
入越高越好，为鼓励贫困户打工挣钱，政府专
门设有务工奖补。杜伟还告诉他，下午拿表格
来指导他填写，帮他申请务工奖补。杜伟还跟
薛亮高约定，薛亮高肺结核停药将近一年了，
等过些日子工作不那么忙了，带薛亮高到那大
西部中心医院去复查。薛亮高表示，等身体好
了，就用务工奖补买小羊来养增加家庭收入。

12：00
杜伟按照约定来到贫困户薛为锋家，指

导他填写灵活就业明细表，帮助他申请外出
灵活就业奖补。

12：30
杜伟回到驻地，吃过午饭，疏理帮扶的

贫困户危房改造资料。

14：30
杜伟到薛亮高家中跟踪危改进度。

16：15
杜伟到薛炳祥家中跟踪危改进度。

薛炳祥家厕所内墙也已刷好水泥。杜伟
告诉薛炳祥，按照之前的约定，明天镇府
会过来帮助拆掉旧房。薛炳祥表示愿意
配合，只是担心会太麻烦杜伟，他自己可
以叫儿子回来自行拆除。杜伟告诉他，
自己拆除旧房不安全，让镇政府统一来
拆更好。

18：00
在驻地吃过晚饭后，杜伟检查负责帮

扶的15户贫困户的扶贫手册，整理茅园村
“三保障”及产业台账。

这只是驻村扶贫干部杜伟最普通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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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
长荣村的驻村扶贫干部用心扶
贫，在扶贫路上演绎了很多感人
的故事。

陈淑龄是儋州市工商联副主
席，今年4月16日被派驻长荣村担
任脱贫攻坚工作队中队长。10 月
27 日，她女儿举办婚宴，19 时她才
赶到婚宴现场。亲戚朋友都说：她
不像个当妈的，倒像是来喝喜酒的
客人。陈淑龄解释：脱贫攻坚就像
打仗，作为驻村专职帮扶干部，提
前离开村庄就是脱离战场。“没能
像正常母亲一样参加女儿的婚宴，
虽然有遗憾，但我不后悔。”说起这
事，陈淑龄眼眶还泛着泪。

苏元新是省疾控中心办公室
副主任，今年 4 月 2 日被派到峨蔓
镇担任长荣村驻村第一书记。6月
20日21时，家里老人来电话：4岁的
孩子突然高烧大哭。那天他爱人
出差内地，老人急得手足无措。苏
元新向镇里请假，连夜赶回海口，
回家后发现小孩烧退了，第二天中
午他又赶回长荣村。“作为驻村帮
扶第一书记，每天都有很多工作等
着我，我不能离开岗位。”苏元新
说，驻村后，深刻理解脱贫攻坚的
伟大意义和紧迫性。

在长荣村驻村工作队驻地，海
南日报记者也强烈感受到驻村工
作队员帮扶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工作队 6 人住一个大房间，每
张床上都是一张席子、一套蚊帐和
简单的被褥，床前放的鞋子前后都
沾着泥土。中午，大家从各村赶回
吃饭，饭后没有一个人午休，都趴
在集体办公室大工作台上埋头填
写整理各种扶贫材料。

峨蔓镇派往长荣村的帮扶干
部陈道生说，脱贫攻坚是场硬仗，
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在这场硬仗中
得到很好的检验，更为打赢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组
织基础。

本报那大12月25日电（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李珂）12月24日，
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市峨蔓镇长
荣村采访，发现贫困户收入里都有
产业分红一项，如村民薛炳祥家今
年村里产业分红2604元，薛炳球家
今年村里产业分红2700元。而长
荣村并没有农业产业。这是怎么
回事呢？

据儋州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保证产业扶贫资金的安
全及收益，儋州市成立国有独资
的乡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乡
投+龙头企业+合作社（村委会）+
贫困户”的模式，与6家治理结构
健全、有市场发展前景、有社会责
任感，利用儋州优势资源发展特
色龙头企业进行项目合作投资。
约定投资期限5年，年收益10%，
按每季分红给贫困户，投入6084
万元带动 13 个镇 5134 户 22371
名贫困人口持续增收。目前，产
业已经实现分红，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效果开始凸显。长荣村贫
困户产业分红就来自这种扶贫新
模式。

为帮助长荣村发展集体经济，
峨蔓镇政府也进行产业扶贫创新，
引导长荣村成立儋州市长荣文化
发展公司，把峨蔓镇能歌善舞的村
民组织起来，在全市开展地方特色
文化演出。该公司负责人陈选忠
说，长荣文化发展公司今年先后参
加海胶西联分公司、八一糖厂、儋
州市总工会等5场活动的演出，主
要用方言表演调声、小品、歌舞等
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每场演出收
入4万元，目前发展势头不错，弥补
了长荣村自然条件无法发展特色
产业的不足。

儋州创新
产业扶贫模式

薛炳祥世代住在长荣村水陋
村民小组。12月13日中午，海南
日报记者跟随帮扶干部杜伟走进
他家新房，他在整理刚从老屋搬
过来的家具，看到我们的到来，他
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儿问：“杜干
部，我家老屋什么时候拆啊？”杜
伟告诉他，不用担心，政府有统一
安排。

薛炳祥今年61岁，家有6口
人，小儿子读大学，大儿子在外打
零工，老母亲已经不能劳动，一家
子的经济来源就靠他和妻子种几
亩甘蔗、养几头猪，日子过得艰
难。2013 年，他患上股骨头坏
死，不能干活，因为家里穷，不敢
去治疗，2015年开始不能走路，
小儿子读书要钱，大儿子打零工
挣不到钱，妻子要照顾他，不能安
心种地养猪，家境每况愈下。

2015年12月，他家被列为贫
困户，成为帮扶对象。省疾控中
心派驻长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把
他家情况向单位汇报后，省疾控
中心派车把薛炳祥接到海口治
疗，2017年薛炳祥重新站起来。
治疗花费 6 万多元，国家报销
90%，省疾控中心还从单位爱心
基金拿出2000元帮他垫付了部
分治疗费。

薛炳祥家的老屋是 60多年
前建的，地基下沉成为危房。今
年9月，薛炳祥申请政府危房改
造补贴5万元，再向亲戚朋友借
了一部分钱盖上了新房。

薛炳祥利用楼梯下空间建了一
间小厕所，帮扶干部杜伟考虑厕所
太小，他家又有老人，建议他在屋外
再建一间厕所，方便老人使用。

“如果没有党的脱贫好政
策，就没有我家的好日子！”薛炳
祥说，新房建好，全家最开心的
是，终于住上了有厕所的房子。

重新站了起来，又盖了新房，
薛炳祥说，家里今年境况大为改
善，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他给海南日报记者算了一笔
账：大儿子参加镇政府组织的培训
班，学会开挖掘机，今年打工收入
10800多元；他和妻子在家种甘
蔗，收入有7760元；他和老母亲养
老金共4272元；老母亲领高龄老
人补贴360元；国家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1464元；村里产业分红2604
元。全部算下来，全家今年收入
27000多元。此外，小儿子上大
学，春季政府还补助2500元学费。

薛炳球住在长荣行政村上坊
自然村，家里6口人，4个小孩2个
在读书，妻子身体不好，自己又没
技术，全家收入仅靠种地，家庭特
别困难，2015年被列为贫困户。

2016年，薛炳球参加政府举
办的培训班，学会养猪技术；2个
儿子也参加政府培训班，学会开挖
掘机。今年他家收入大幅增加。
利用小额贷款2万元，他和妻子养
母猪8头，自繁生猪102头，今年
卖猪8头，收入5600多元；两个儿
子帮人开挖掘机，打工收入有2万
元；家里种甘蔗收入5600元；耕地
地力保护获国家补贴1057元；村
里产业分红2700元。因为养猪成
功，他家被评为创业致富之星，还
将获得政府奖励5000元，全家今
年收入34957元，人均收入5000
多元。此外，2个孩子读书，政府
还补贴4250元。

去年，薛炳球家获政府 5万
元危房改造补贴，向亲戚朋友借
了一部分钱也盖了新房。他说，
感谢党的脱贫政策，帮他家摘掉
贫困户的帽子。

据了解，在过去 3年脱贫攻
坚行动，长荣村共有66户贫困户
成功脱贫。

长荣村是个偏僻的村庄，位于儋州
市西部的峨蔓镇，距离镇政府驻地2公
里，距离儋州市区60公里。村庄地下多
是火山岩，土地贫瘠，干旱缺水，2300多
名农民仅靠人均1.5亩耕地为生。改革
开放以来，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经济状况
不断改善，但由于缺乏劳动力、缺乏资金
和疾病等原因，整村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村里的路都是先辈踏出来的，狭窄
弯曲，到处是火山石，骑自行车一不小心
就会摔倒；村民的房子，不少是五六十年
前建的……”长荣村党支部书记王孔仁
说，长期以来，村庄没有什么变化，推进
整村脱贫计划后，村里开始大变样。

2014年8月20日，长荣村被确定为
贫困村，纳入儋州市整村推进脱贫计划。

今年12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
长荣村看到，村里道路已经硬化，路边
安装了路灯，水陋、上坊等部分自然村
建起篮球场，多户村民新建的住房正在

装修……村头村尾不少地方还在施工。
儋州市扶贫办提供的整村推进道

路建设项目资料显示，2017年，政府在
长荣村硬化道路20345米，路宽1.5米
至3.5米，厚15厘米至18厘米，排水沟
长5373米，盖板涵道2个，圆管涵道37
个，硬化广场 900 平方米，财政投入
1105万元；解决635户 2612人出行难
问题；2018年，政府在长荣村硬化道路
2094.5米，硬化广场1065平方米，财政
投入255万元。

儋州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
示，长荣村污水处理工程，财政投入
3191.2万元，建设12座污水处理站、新
建排水管34公里等。12月7日，海南日
报记者在长荣村采访时，此工程尚在紧
张施工中。

“长荣村地下到处是火山石，挖掘十
分困难，工程进度有点慢。”项目施工方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生产经理周

松林说，整个工程已经完成80%，为确保
在12月底前完工，公司紧急增加人手和
设备，目前，施工人员有300多人，现场
有5台挖掘机、3台装载车、2辆运石料
车、10套搅拌设备、3套发电机，每天早
上7点开工晚上9点收工。

根据规划，长荣整村脱贫按照美丽
乡村建设的高标准推进，建设项目包括
建设文化室、球场、安装路灯、道路硬化、
活动广场、绿化、污水处理等，儋州市交
通、住建、文化、环卫、扶贫办等多个部门
都参与进来。据不完全统计，3年来，财
政累计投入5000多万元。

12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看到长荣村填写的贫困村脱贫申请验收
表，在贫困发生率、集体经济、义务教育、
危房改造、医疗健康、道路硬化、安全饮
水、群众用电、信息网络建设、公共服务
设施、环境综合治理、村级组织建等12
项考核指标中，全部达到标准。

“没有党的脱贫好政策，
就没有我家的好日子”

长荣整村推进脱贫，政府投入5000多万元

把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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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一线的
感人故事

近日，儋州市
峨蔓镇长荣村村民
薛炳祥刚搬进新
家，他喜笑颜开地
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脱贫政策好，
如今我家也能住上
有厕所的新房了。”

2014年，长荣
村被儋州市列入整
村脱贫计划，经过
3年多攻坚，正在
向小康村迈进。近
期，海南日报记者
多次赴峨蔓镇，调
查采访长荣村脱贫
攻坚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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