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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两层高的废弃办公楼，经过
简单的打理，变成一处蘑菇种植基
地。走进这里的每一间房间，可见几
百个菌包整齐地摆放在铁架上，安静
地生长。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13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村
蘑菇种植基地看到的景象。

2018年 9月，田仔村瞄准市场
需求，种起猪肚菇。这是菌类新品
种，外形似雨伞，体积比常见的蘑菇
大，口感如猪肚般滑腻和竹笋般清
脆，因而被称为“猪肚菇”或“笋菇”。
目前，该村种植了2.2万株猪肚菇，
长期聘用一名贫困户负责日常管理，
月工资为3000元。

“虽然是新品种，但是因为口感
好，十分受消费者欢迎。在去年11月

县里举行的消费扶贫产品大集汇活动
现场，我们带的猪肚菇不到半个小时
就被抢购一空。”田仔村驻村第一书记
钟庚兑兴奋地说，仅半年多的时间，该
村猪肚菇销售额就达到10万元。

据了解，为推进脱贫攻坚，陵水
高位谋划产业发展，出台发展壮大10
个特色扶贫产业项目工作方案，谋划
布局了圣女果、芒果、小黄牛、大里乡
村游、坡村红色旅游等种养殖业和乡
村旅游项目。实施模式上，该县通过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龙头企
业＋贫困户”“村集体企业＋贫困户”
等多种形式推动产业扶贫落到实处。

在田仔村，除了猪肚菇产业外，
该村还发展芒果种植、花卉种植等产
业，夯实农村发展“里子”。2018年，

该村与企业合作发展花卉种植，贫困
村民胡亚梅把半亩地租给了企业，获
得了1000元租金和500元分红。此
外，她还通过给企业打工的方式赚取
劳务费。

“田仔村是扶贫整村推进村，
2017年6月起打造美丽乡村。走所
村民小组率先从中受益，从基础设施
到村容村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
村‘颜值’越来越高。”钟庚兑说。

在走所村，移步皆景。一条条石
板路铺设在花丛中，三角梅等花木点
缀两旁，走在村里仿佛置身于花园。
绿树掩映下，一座座黎族风格的民居
朴素典雅，农家乐、村民广场、停车场
等设施应有尽有。“在村里住了几十
年，这两年村子的变化最大。”走所村

村民黄亚其感慨道。
“去年英州镇把芒果采摘季乡村

游活动分会场设在走所村，活动期间
游客挤爆农家乐。下一步，我们将充
分利用好走所村‘高颜值’的优势条
件，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打
造出独具特色的旅游体验产品，吸引
游客进村，进而带动村庄发展、村民
致富。”钟庚兑说，旅游业是该村下一
步发展的重点，计划打造集装箱式民
宿等一批可行性较高的旅游项目。

在多产业“驱动”下，田仔村240
户贫困户中已有231户脱贫。如今，
村庄环境变美了，村民钱袋子变鼓
了，生活变好了，乡村振兴的前景也
光明了起来。

（本报椰林3月14日电）

陵水出台今年脱贫攻坚工作方案
助3430人脱贫
巩固提升40个已脱贫村庄

陵水田仔村产业扶贫显成效

产业多点开花“颜值”“内涵”兼具

陵水出台农业产业扶贫奖补方案
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
最高可获奖补8000元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3月9日，陵水黎族
自治县考察团一行来到
贵州安顺市考察学习脱
贫攻坚优秀经验。

安顺市脱贫攻坚卓
有成效，著名的塘约村
就位于该市。其扶贫经
验涵盖了产业选择、培
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
筹措、组织方式、产销对
接、利益链接、基层党建
等八个要素。考察团认
为，安顺市的具体举措
和做法，有许多可供陵
水借鉴之处。

陵水考察团赴贵州安顺考察学习扶贫经验

借他山之石 补自身之短 本报椰林3月1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制定出台该县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年度脱贫攻坚工作任务，为2020年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依据方案，2019年陵水把巩固减贫成效放在
首位，统筹整合力量，计划完成1297户3430名贫
困人口脱贫，对已脱贫的40个贫困村进行巩固提
升，并对往年脱贫户巩固帮扶，做到脱贫不脱政
策、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项目。

陵水将从深入学习脱贫攻坚理论知识、全面
压实脱贫攻坚责任、解决贫困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
散问题、强化驻村帮扶工作、完善督查考核工作体
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层层压实责任、提高工作成效。

今年，该县将持续着力推进贫困群众安全饮
水、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危房改造、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等保障式扶贫工作。例如，对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饮水不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摸排，确定底
数，年内至少解决半数以上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饮
水不安全问题；在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从义务教育
阶段到高中教育阶段全资助的基础上，切实简化
资助发放程序；发挥医疗救助兜底保障功能，完善
重大疾病的医疗救助政策，分类细化贫困人口政
策，在确保医疗救助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合理提高
年度的救助额度。

产业扶贫方面，2019年陵水将创建“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特色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引进有实力、有
名气的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带动贫困户
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增收；将创建庭院经济扶贫示范
村不少于5个；贫困户家庭年度产业经营纯收入达
4000元以上的，奖励1000元用于发展生产。

今年该县将建成不少于10个扶贫车间或基
地；开设“扶贫专班”，开展培训就业对接会等活
动，提高培训后的就业比例；推动“互联网＋”消费
扶贫；深化“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提质增效行动，
督导已经规划建设的项目落地实施。

本报椰林3月1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为充分发挥特色种养业在产业扶贫中的
基础作用，激发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业积极性，近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制定出台该县农业产业扶贫
奖补实施方案。

依据方案，2019年至2020年自主发展种养业
项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户、非建档立卡且有
发展意愿的特殊困难户（包括低保户、特困户，1级、
2级残疾户）纳入奖补范围。

奖补标准为贫困户和脱贫户发展种养业项目
收入的80%，扶持到户年奖补最高不超过8000
元：其中是脱贫户的，单人户奖补（最高不超过，下
同）3000元，2人至3人户4000元，3人以上户
5000元；是贫困户的，单人户奖补3000元，2人至
3人户5000元，3人以上户8000元。非建档立卡
且有发展意愿的特殊困难户参照脱贫户标准执行。

符合条件的群众需向所在村委会提出申请，
填写奖补申请表，注明相关信息内容并提供相关
材料，随后由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并公示。
申报时间为每年3月，每年分两批发放奖励金。

“在育苗基地育的苗，长得快,
品相也好。”在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
族自治县供港澳蔬菜育苗基地内，村
民陈贵友一边看着菜苗，一边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近年来，关岭结合自身气候特
点，瞄准港澳市场，加快建设供港澳
蔬菜育苗基地，逐渐成为港澳地区的

“菜园子”之一，早熟蔬菜成为当地村
民脱贫的一项重要产业。

育苗基地不远处有数十个蓝色

的食用菌大棚，里面架子上堆满了
一个个菌包。“秀珍菇生产基地建有
大棚68个，每年可生产秀珍菇300
余万棒，可实现利润270多万元，受
益贫困户340户1258人，起到了产
业扶贫短平快的成效。”基地负责人
介绍。

“关岭夏季凉爽适宜秀珍菇生
长，这与海南的冬季瓜菜类似，都是
主打反季节的优势。食用菌产业周
期短、见效快，在短时间内带动大量

的贫困农户就业。陵水虽然不能种
植秀珍菇，但是他们因地制宜、瞄准
市场、发展优势产业等经验可以借
鉴。”陵水本号镇党委书记马科科考
察后认为。

在关岭,走入“关岭牛”保种
场，工人正忙碌搬运刚从村民处收
购来的草料，牛栏内数百头牛低头
吃草。“我们的牛肉供给到盒马生
鲜等国内知名销售商，优质牛肉可
以卖到100多元一斤。”保种场负责

人郭国强介绍。
关岭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关岭

牛存栏16万头，是当地特色品牌，群
众可以养牛致富、种草卖钱，还可以
到加工厂就业，更可以入股合作社成
为股东。

“关岭把牛的产业链作全，带给
我许多启发。光坡圣女果种植业十
分红火，可以考虑将圣女果的产业链
延伸，提高附加值增加农户收入。”陵
水光坡镇党委书记龙靖认为。

找准了产业，如何调动贫困户生产
积极性成最现实的问题。在2017年
初，关岭沙营镇探索起了“五户联保”养
牛模式，使得牛哞声遍响山野之间。

“以5户农户为一个小组，其中
贫困农户不低于3户，通过非贫困户
带贫困户进行养殖。”沙营镇党委书
记杨秀云介绍，每户可申请5万元贴
息贷款，入股到村级专业合作社，在
合作社领养5头牛。

“我们几户熟人一起养牛，根据协

议一起买、一起养、一起卖，大家相互
监督共同养牛，养起来都特别上心。”
沙营镇前进村贫困户张顺福介绍。

“‘五户联保’模式通过强户带弱
户，技术资源共享，帮助贫困农户提振
了发展信心。”杨秀云说，该模式推广
后，“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
不急”的现象得到有效扭转。

陵水考察团成员纷纷认为，以往
大家提到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时，往
往只注重文化宣教层面，但沙营镇的

做法显示，如果有先进的生产模式，
提升群众的自觉性会事半功倍。

在沙营镇，另一项举措同样改变
着村民村风。走入该镇大田村可见，
在村委会办公楼一层，“道德超市”内
的几个货架满满当当地摆放着各种
商品，有柴米油盐、也有锅瓢碗盏。

“过去村民参与乡村环境整治动
力不足，集体观念淡薄，邻里不够和
睦，这些不良习惯与脱贫致富、乡村
振兴的要求不符。”大田村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解决这一问题，村里设立
了“道德超市”，村里评议组对每个家
庭在“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家庭卫
生、移风易俗、孝老爱亲”方面进行评
分，村民可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陵水也开设了‘爱心超市’，但
面向人群仅限于贫困户，还没有更好
地连结起非贫困户与贫困户，‘道德
超市’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完善‘爱心
超市’的机制。”陵水县扶贫工作办公
室主任王李庄表示。

“塘约道路”很有名。3月9日下
午，考察团一行来到安顺市平坝区塘
约村。虽然春寒料峭，但道路两侧的
梨花却开得灿烂，与村中崭新美丽的
小楼，宽敞整洁的村广场，共同构成
美丽的乡村画卷。

塘约村村委会主任彭远科介绍，
2014年，塘约村遭遇百年不遇的洪
水洗劫，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当洪
水退去，塘约村“穷则思变”，通过“村
社一体，合股连营”等模式，仅用两年

多时间，就实现了从二类贫困村向
“小康示范村”的华丽转变。

在合作社的助力下，塘约村组建
农业、运输、建设等各个专业工作队，
吸引村里的专业人才到工作队工作，
按月领工资，不仅解决村里富余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还能增加村民收入，
减少人口外流。

除了生产外，考察团成员对塘约村
的党建相当感兴趣，因为这是陵水广大
基层干部的工作难点，他们纷纷现场

“取经”。“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对此
彭远科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村社合一的
道路一开始并不好走，启动资金从哪里
来便是一大问题。“为使合作社顺利运
转，11名党员干部做出表率，申请个人
贷款共计120万元投入其中。”

党员带头对塘约村的发展起了
关键作用。平时，塘约村对党员的管
理没有松懈。“用‘积分制’管理党员，
群众管党员，支部管全村。”彭远科介
绍，通过量化考核，塘约村真正把村

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责任心激发了
出来。

走访塘约村后，考察团成员纷纷
表示，无论是抓产业还是抓党建，关
键是要找到要领和切入点，要深刻领
悟学习塘约村变化中体现出的奋斗
精神，回去后将把塘约村的成功经验
用到陵水的实际工作，结合自身职责
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助力陵水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贵阳3月14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如今在陵水的农村，产业
发展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爱聊
的话题。这是该县脱贫攻坚
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的一大
法宝，在现实中变成一个个种
养殖基地、民宿等。“近年来，
我们想办法、出实招，因地制
宜谋划农村产业发展，发展种
养殖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
等，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陵水县委主
要负责人说。

启发一 | 发挥特色优势，找准产业支点

启发二 | 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不只靠宣教

启发三 | 村庄发展要找到有效切入点

陵水规范扶贫项目
申办流程

本报椰林3月1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出台该县《扶贫项目
库建设操作流程》，从项目申报、项目审核、项目审
定、项目库管理4个方面规范扶贫项目申办流程。

依据流程，乡镇人民政府接到村本级申报的
扶贫项目后，需根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及本乡镇
扶贫工作实际，组织相关人员进村入户，对项目的
真实性、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及项目与脱贫目
标的匹配度进行核实。该县行业主管部门审核乡
镇扶贫项目，需深入项目村进行现场勘查、实地调
研，并就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技术水平、经济效
益、空间选址和生态影响等6个方面开展论证、评
审，并出具扶贫项目论证意见书。

入库项目实行“三级”储备管理，即实行县级
设立总项目库，乡镇、行业部门设立分项目库，村
级设立子项目库的“三级”项目储备模式。

3月9日，安顺关岭供港澳蔬菜育苗基地，工人正在分拣幼苗。近年来，关岭结合自身气候特点，瞄准港澳市场，加快建设供港澳蔬菜育
苗基地，逐渐成为港澳地区的“菜园子”之一，早熟蔬菜成为当地村民脱贫的一项重要产业。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3月9日，安顺关岭“关岭牛”保种场内，工人正在
清扫饲养场。 关岭牛是当地特色品牌，群众可以养牛
致富、种草卖钱，还可以到加工厂就业，或入股合作社成
为股东。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