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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钟尊教

精准扶贫，产业是关键，选好、选对
一个产业，无疑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先
手棋”。

自2016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定点帮扶白沙
黎族自治县，因势利导在白沙荣邦乡谋
划发展百香果、五脚猪等特色种植养殖
扶贫产业。短短2年多时间里，一粒粒
希望的种子在这片原本贫瘠的土地上正
在落地开花，一个个扶贫产业发展壮
大。这也让贫困群众信心“满格”，小村
庄谋划扶贫大产业的步伐不断提速。

抱团养殖五脚猪
找到脱贫盼头

“我家有五口人，去年共领到1000
元分红，今年2月又发了1000元分红，
听说春节前还会有分红！”12月28日清
晨，气温骤降，在白沙荣邦乡岭尾村五脚
猪养殖基地里，300多头五脚猪扎堆抢
食，村民谭光昌挽起袖子忙着冲洗猪舍，
虽说水有点冰凉，但他干活的劲头丝毫
不减。

谭光昌是岭尾村首批摘掉“穷帽子”
的脱贫户。岭尾村共有404户村民，包
括他在内，全村有143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缺乏高效益的产业经济，脱贫攻坚任
务艰巨。自2016年起，白沙被列为中国
移动定点扶贫县，一场政企携手的脱贫
攻坚战就此打响。

“要想拔穷根，首先就得治好‘懒’
病。”2年多前，中国移动干部谢金雄挂
职担任白沙副县长，他始终心系岭尾村
脱贫攻坚工作，积极协调村党支部发动
村民成立白沙贺优种养专业合作社，引
导贫困户抱团发展五脚猪养殖产业。起
初，不少贫困户心存疑虑，也缺乏干劲。
可当看到一排排整齐明亮的猪舍建成
时，坦言“穷怕了”的谭光昌心动了，与其
他 32 户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养殖五脚
猪。在短短2年时间里，该养殖基地由
最初的95头猪苗，发展至存栏量最多时
有500多头。

“五脚猪猪肉营养价值高，每公斤收
购价至少50元，市场行情很不错！”谭光
昌介绍，自2017年起，合作社成员家庭
每人每年可领200元分红。此外，他和
数名贫困村民经常来猪舍打零工，每月
还能有千元左右的收入，去年就已顺利
脱贫。

种植千亩百香果
尝到致富甜头

如果说五脚猪产业让岭尾村找到了
脱贫的信心，那么，百香果产业可以说让
全村的老百姓开始尝到了致富的甜头。

眼下虽已入冬，但在岭尾村正蓄势
打造的千亩百香果产业基地，一个个滚
圆的百香果垂挂在棚架上，散发着一股
淡淡的果香。

“中国移动的帮扶规划，为荣邦乡的
扶贫工作注入了新活力，也增添了新动

力。”荣邦乡乡长杨永鸿介绍，目前，中国
移动已在荣邦乡百香果种植基地启动物
联网智慧采集和展示服务项目建设，对
田间地头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雨
量数据、光照指标等农作物生产数据进
行采集，努力从种植技术源头上打造白
沙百香果品牌。

“这里大多是订单式种植，只要果
子品质好，肯定不愁销路。”村党支部
书记陈松介绍，2017年，按照规划，作
为村集体经济，岭尾村百香果项目吸
纳了全村143户贫困户入股，第一期规
划种植面积1000亩，中国移动首批投
入150万元，后续还将继续追加资金投
入。截至2018年底，该基地已完成下
苗500多亩，且已有200多亩百香果迎
来采摘期，明年的三四月份将进入丰
产期。陈松书记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百香果每亩产量约750公斤，以目前
的市场价格，每亩百香果利润可达

5000余元。”
“百香果销路好，价格高，这个产

业真不错！”村民洪清康将自家10亩土
地租给合作社，每年可获 5000 元租
金。他在负责百香果日常管护之余，
还在果园里套种了南瓜，平时采摘南
瓜叶喂五脚猪，猪粪收集进入化粪池，
生成沼气后还能生火做饭，生态循环
农业初具雏形。

“订单式”种植养殖让农户吃下了产
业发展“定心丸”。除此之外，中国移动
还积极响应“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活动，
帮助贫困村民打开农产品销路。今年
11月底，中国移动海南公司有关负责人
来到荣邦乡认购了价值70万元的扶贫
农产品。下一步，中国移动还将坚持扶
贫与扶智并举，投入100万元帮扶资金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基层干部和
技术人员开展培训，吸纳符合条件的贫
困户子女就业等。

加强产品品控
形成“拳头”效应

谢金雄介绍，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
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近年来，白沙
县委、县政府全力谋划“两个10000亩，
六个1000亩”特色高效农业产业，百香
果产业是其中之一。

按照规划，除了谋划在荣邦乡（岭尾
村）种植1000亩百香果，中国移动在明年
初将继续投入850万元，在邦溪镇、金波
乡、荣邦乡、南开乡和青松乡5个乡镇再种
植1000亩以上的百香果，预计能有效带
动740户贫困户实现脱贫，使百香果产业
成为白沙可持续增收的脱贫“拳头”产业。

有了好产品，还要卖得出去，要卖得
出好价格。12月13日，在中国移动出资
支持下，备受关注的荣邦乡农产品交易中
心揭牌运营，为白沙农产品上行提供了新

的平台，全县11个乡镇近百种电商农产
品已全部上架销售。据悉，荣邦农产品交
易中心位于海南环岛西线高速公路海头
互通路段，即白沙、儋州以及昌江三个市
县的交界处，具有物流运输优势。该中心
将构建和完善白沙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
体系，在加强农产品品控、稳定农产品价
格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等方面提供保障。

“我们还将要培育出一批懂电商、做
电商的新农民。”谢金雄介绍，按照规划，
这里将发展成为集加工、仓储、物流、会
展以及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交易中心，提
升白沙农产品产业发展的规模化和品牌
化水平，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农民实现规
模化经营，实现共同致富。

据统计，近3年来，中国移动累计投
入专项扶贫资金1300万元，陆续建设
了白沙荣邦乡岭尾村油茶种植项目、岭
尾村五脚猪养殖项目、岭尾村百香果种
植项目、荣邦乡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等6
个扶贫项目等，有效助力白沙脱贫攻坚
工作。 （本报牙叉12月29日电）

破解“上行难”
扶贫路更畅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从产业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单打独
斗”难成气候。有效畅通产销对接的渠
道，是产业扶贫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这一层面，白沙扶贫干部敢闯敢
试，在帮扶单位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支持
下，荣邦乡积极谋划千亩百香果产业，投
建农产品交易中心，扎实做好农产品品
控，在出招破解农产品“上行难”的同时，
健全收益“分配图”，鼓励更多的贫困户撸
起袖子加油干，有效增强了贫困群众“造
血”能力，既解开了这一道扶贫“加分题”，
也在摸索中闯出了一个成功样本。

可以预期的是，白沙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偏远山区，卖出好
价钱，产业扶贫的路子也会越走越顺畅。

中国移动出实招助力白沙下好扶贫“先手棋”

小村庄谋划脱贫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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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义诊
为黎乡群众送健康

12月29日8时30分，乐东县人民医
院门诊大厅比往常热闹了许多，来自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疗专家在这里
开展义诊活动，闻讯而来的患者及家属
排起了长龙。

参加此次义诊活动不乏专业领域内
知名的医疗专家，有该院信息数据中心
主任张军武，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黄海威，东院耳鼻
喉科主任、副教授李光启，胸外科教授、
硕士生导师巫国勇，心内科教授、硕士生
导师罗初凡，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周香雪，中山大学附
属眼科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崇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学教
授、硕士生导师李洪胜等。

“本来打算去广州检查的，一直没抽
出空来，没想到今天在家门口就能让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会诊，真是省了不
少事咧。”刚接受完专家诊断的邢阿姨高
兴地说，她前几日在医院看到公告，所以

今天一早便赶了过来。
“您可以先留下微信，我会结合乐东

县人民医院提供的具体资料，对您的这
个情况进行更全面的了解、作出更有针
对性的诊断，然后我会通过微信把情况
告诉您。”因为行程安排较紧，加上前来
参加义诊的群众较多，参加会诊的专家
在遇到一些诊断时间较长或者暂时无法
提供病历的患者时，便让他们留下联系
方式，以方便后续的远程诊疗。

义诊活动对黎乡百姓来说是一个享
受优质医疗的机会，对乐东县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而言也是一次学习的契机。在
活动现场，乐东县人民医院一面忙着为会
诊专家和就诊患者作好服务工作，一面也
在悉心观摩会诊过程、听取会诊意见。

“互联网+”助力
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走入乐东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左
侧一个便捷服务站的窗口显眼易见。建
档立卡贫困户借助这一绿色通道，不仅
可以享受便捷服务，还可以免押金住院。

这一健康扶贫举措是近年乐东县人

民医院开展扶贫工作的缩影之一。此
外，今年10月15日，该院还帮扶抱由镇
排齐村建立了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促进
农副产品出村进城。同时在对接需求的
基础上，该院组织职工参与扶贫爱心消
费活动。在乐东县脱贫攻坚工作中，努
力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如今，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的合作为贫困群众带来了更多切实的
好处。

“以后要是能够经常在乐东家门口
享受到名院专家的会诊就好了。”义诊活
动现场，“候鸟”老人吴如秀如此感慨，一
语道出了不少乐东群众的心声。

如何让普通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更优质的医疗资源，怎样使疑难急重症
患者有机会得到大城市专家的会诊？对
此，乐东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卢国良认为破题关键在于远程医疗的推
进，“现在是科技网络信息化迅速发展的
时期，远程医疗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
进医疗资源纵向整合的重要措施之一。”

根据双方协议，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将组建一支均由副高职称以上医疗
人员组成的专家队伍，承担远程会诊咨

询等高端远程网络服务工作。乐东县人
民医院如遇到疑难急重症患者，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将在2个工作日内安排
常规会诊，紧急会诊可即日安排。

同时，对通过远程会诊后转到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疑难急危重症患
者，该院将优先安排专家会诊、优先收治
入院，这无疑是乐东县疑难急危重症患
者的福音。

早在2012年，我省就开始了远程医
疗系统建设，2013年的系统启动仪式也
是在乐东举行。目前已建设完成省内覆
盖三甲医院和各市县人民医院的远程医
疗系统，开展了远程门诊、远程查房、远
程心电影像病理会诊和远程教学等业务
工作。

卢国良介绍，远程医疗有助于医院
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优化医疗机构服务
体系建设，实现专家与患者、专家与医务
人员远距离的“面对面”交流，免除了患
者长途奔波、挂号排队的碌苦。会诊专
家可及时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仔细
的分析，进而作出正确诊断，最终制订出
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既提高了诊断准
确率，又降低了患者的就医成本。

远程医疗平台
提升乐东医疗服务水平

“除了让本地患者享受到远程专家
会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高端远程
网络医院还将为我院医护人员提供远
程培训，助力乐东医疗服务水平的提
升，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乐东医疗力
量。”乐东县人民医院院长吉训忠介绍。

据了解，2017 年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打造的开放式远程医疗平台，打
破了现有各远程医疗系统间存在的技
术壁垒，使得各接入医院不需要重复投
资硬件和网络建设，即可完成平台的接
入工作。

“开放式远程医疗平台基于互联网
技术，在云端可以实现远程医疗平台的
部署建设，可实现无损的医疗数据、影
像、数字化病理切片快速呈现，并支持
多种终端和多种音视频设备的接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信息数据中心
主任张武军介绍，该平台可以降低医疗
机构接入的难度与成本，实现医院现有
设备、网络、数据的高效可用，将有力保
障远程医疗业务的开展。

“在两家医院的共同努力下，通过
远程教学、远程培训、远程学术交流等
平台的搭建与实施，还将进一步激发我
院医务人员钻研技术、爱岗敬业、提升
服务的激情，安心工作，形成良好的学
风，从整体上提高医院的诊疗水平。”卢
国良表示。

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庄重军
表示，此次两院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我省
远程医疗系统的服务质量和诊断水
平，开展远程医学教育、手术示教、多
媒体医疗保健咨询等，也将提升我省
医疗服务水平。希望乐东县人民医院
充分发挥远程医疗平台作用，把乐东县
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升到一个新高
度，为乐东县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
的医疗服务。

（本版策划、撰稿、图片/君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高端远程网络医院落户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互联网+”让黎乡百姓家门口就可看名医

12月29日 10
时，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高端远程
网络医院首家会员
单位揭牌仪式正式
开始，这标志着该
网络医院正式落户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以下简称
乐东县人民医院），
乐东县人民医院在
医疗水平、学科发
展、人才建设等方
面将迈入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山海黎
乡的群众将在家门
口享受到更为优质
的医疗资源。

海南省卫健委
医政医管处、医改
办、医疗管理服务
指导中心，乐东县
政府，乐东县卫计
委，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及乐东县
人民医院等单位相
关负责人，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医
疗专家及乐东县人
民医院医护人员参
加揭牌仪式。揭牌
仪式后两院共同举
行了首次实例网络
远程会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高端远程网络医院落户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疗专家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