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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董光肪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从临高起步的热带水果
种植企业，自2016年参与产业扶贫
以来，公司规模迅速扩大。“3年来我
们实现分红1644万元，以波莲镇为
例，建档立卡的1700多贫困户，我们
一家企业就负责858户脱了贫。”天
地人公司监事长王中青说。

产业不兴，扶贫不牢。近年来，
临高县依托农业资源禀赋优势，下力

气引进、扶持产业项目，将产业发展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支撑。
全县建立起了40多个农业产业扶贫
基地，“委托运营”“土地入股”“合作
社+”“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模式多
样化，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扶贫效
果日益凸显。

“临高的产业扶贫，通过政府扶
贫资金注入企业，不仅找到长效扶贫
的途径，也发展壮大了龙头企业，激
发老百姓的内生发展动力，达到多方
共赢效果。”4月18日，临高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符巍瀚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产业扶贫模式多样化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全省建有2万多亩水果基地，
其中1万多亩在临高。临高将贫困
户产业扶贫资金4542万元注入了天
地人公司，打造大型产业扶贫基地，
带动全县4844户21560人实现稳定
增收。

王中青介绍，公司采取的扶贫模
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产业扶贫资金委
托运营。贫困户、低保户和脱贫户将
产业扶贫资金作为投资款，委托天地

人公司经营，公司按照协议支付收益
分红，前3年每年回报入股资金额
15%，后7年每年回报10%。二是贫
困户以土地入股。公司以产值的8%
分成给村民，公司支付土地保底金每
年每亩500元。三是企业参与组建
天龙水果专业合作社，企业占30%的
股份，村委会占主要股份，企业负责
管理、技术、营销和种苗等。收益按
实际股份分红。四是金融扶贫，由贫
困户贷款3万元或5万元，注入公司，
公司按12%分红，到期还本。

王中青告诉记者，3年来公司基
地从1.4万亩迅速扩大到2.5万亩。
公司的主要产品结构，也从以往的香

蕉独大，变为拥有凤梨、香蕉、红心蜜
柚、红心火龙果、红心番石榴、牛油
果、百香果等多种农产品，市场抗风
险能力变强。

规模化的产业基地，同时也是农
村的技术培训课堂和吸纳就业的扶
贫工厂。3年来，天地人公司雇佣贫
困户和农户零散务工2万多人次，支
付务工费1500多万元。

4月12日，在海南兴国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博厚基地，基地负责人张金
峰告诉记者，2018年，临高县2510
户9223名贫困群众，将产业扶贫资
金1547.8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资
金1950万元、 下转A03版▶

至2018年底，重点产业和专业合作社扶贫基地有40多个，辐射带动贫困户1万多户，覆盖率100%

临高：深植产业花 广收脱贫果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况
昌勋）国务院安委会第十三考核巡
查组于4月18日至25日对海南省
2018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进
行现场考核巡查，并同步开展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情况专项巡查。18
日上午召开了考核巡查汇报会。省
长沈晓明、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副局长张福生出席并讲话。

张福生代表考核巡查组介绍了
考核巡查工作任务、安排和要求。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当前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问题，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做好考核巡查工作，是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推动各地在抓落实
上持续发力、推进安全生产和消防
工作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充分
认识做好考核巡查工作的重要意
义，进一步强化使命感和责任感。
要强化协调配合，确保考核巡查工
作有效开展。

沈晓明就配合做好此次考核巡
查工作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
要求。一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要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
弦，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二要正确认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
警钟长鸣。越是改革开放任务重，
越是改革开放到了关键时候，越要
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三要积极主
动配合做好考核巡查工作。全省
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待
考核巡查工作，把接受考核巡查作
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加强

我省安全生产工作、提升安全发展
水平的一次宝贵契机，自觉接受考
核巡查组的监督检查。四要加强
考核中发现问题的整改。坚持立
查立改，做到整改责任、措施、时
限、方案“四个到位”，务必做到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五要从防
范风险的角度进一步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

副省长苻彩香代表省政府汇报
了海南2018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
工作情况。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
会议。

国务院安委会第十三考核巡查组来琼巡查
沈晓明出席汇报会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陈卓斌）4月15日至
18日，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黄晓薇率调研组来琼，就我省妇联组织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
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国妇女十二大部署
的重点任务，以及推进新时代妇女工作创新发展等情
况展开调研。

调研组先后到海口、定安、琼海、陵水、三亚等5个
市县开展实地调研，并与三亚市妇联组织、党政机关人
员和妇女代表座谈，听取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

黄晓薇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心系广大妇女群众，重视关怀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海
南省委、省政府亦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妇联工作。近年
来，海南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工作有序推进，卓有成效，
亮点频频。下一步，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
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中国妇女十二大
会议的任务部署落到实处。

黄晓薇强调，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要以更实的举措深
化基层妇联组织改革，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坚持
久久为功，组织引领广大妇女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定理想
信念，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
建功新时代，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展示新风貌，做文明
风尚的倡导者；扬帆新征程，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副省长苻彩香分别参
加相关活动。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晓薇率队来琼调研

推进新时代妇女工作创新发展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况
昌勋）4月18日下午，省政府与中国
气象局签署共同推进气象为海南自
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服务合
作协议，并举行工作座谈。省长沈
晓明、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出席。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
委书记刘赐贵感谢中国气象局长期
以来对海南的支持。他说，海南灾
害性天气发生频率高、海洋气象重
要性日益凸显，气象工作非常重
要。我们将切实落实好此次签署的

合作协议，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推进海南气象现代化建设，提升气
象服务保障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建议双方在提高预测预报精准
度和创新气象服务产品、探索开放
气象数据商业运行、服务旅游和健
康产业发展、开展国际气象合作等
方面加强研究与合作。

刘雅鸣指出，省部合作优化了
海南气象事业发展环境。中国气
象局将以进一步支持海南自贸区
建设为契机，加强省部合作，开启

全面建设海南现代化气象强省的
新征程，抓紧编制《气象服务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发展规划》，加快实施“十三
五”气象发展规划，逐步建立与自
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相适应的
气象现代化体系，并在资金安排、
科技支撑、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
方面给予海南支持，落实好新一轮
省部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智慧气
象”建设为抓手，以气象防灾减灾

与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为中心，统筹
推进海洋气象、旅游气象、生态文
明气象服务和气象军民深度融合
四个重点，积极谋划到 2025 年、
2035年的气象重点建设项目，全面
加强海南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建
设。2018年-2023年，双方共同推
进中国南海气象预警工程、生态环
境与旅游气象保障工程、“互联网+
智慧气象”服务工程等气象“十三
五”建设项目。

刘平治、倪强参加活动。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签署合作协议
沈晓明刘雅鸣出席

天涯巨变 码上读

扫码看水满乡蝶变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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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4月18日电（记者金昌波）4月18日，
省委副书记李军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就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等工作进行深入调研。

在白沙电子商务产业园消费扶贫服务中心，李军
详细了解贫困户农产品种类、包装、配送情况，现场核
实贫困户身份，并下单购买扶贫产品。他对白沙开展
贫困户产品认定、进行统一包装、在农贸市场设立消费
扶贫专区等做法表示肯定，强调要进一步完善贫困户
农产品认证和追溯体系，提高消费扶贫的精准率，确保
扶真贫、真扶贫。

在七坊镇阿罗多甘共享农庄，李军实地查看农庄
农业科技研究中心、农产品种植区、红色文化纪念馆和
特色民宿等，详细了解农庄建设运营以及带动周边贫
困户情况，并与在农庄打工就业的贫困户亲切交谈，询
问她们工作和收入情况。他说，发展共享农庄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希望企
业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沉下心来把农庄建设好，带动更
多的贫困户增收。

在牙叉镇果子狸养殖示范基地，李军实地查看养
殖情况，并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产业发
展和贫困户分红情况。他说，政府要多发现、培养这种
致富能人，帮助他们延伸产业链、做大做强、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和培训服务，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
更大作用。

在元门乡向民村，李军随机选择脱贫户查看，详细
了解家庭收入、医疗报销、危房改造等情况。随后，他
走村入户，仔细查看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排水排污管道
和污水处理室等建设使用情况，对向民村“三清两改一
建”工作表示肯定。他还来到乡村振兴工作队办公室
和宿舍，看望、慰问工作队员。

李军在白沙调研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工作

■ 本报记者 贾磊

“水满真美，真不枉费这半个小
时的山路，今晚我们就住这里吧。”4
月16日，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游客徐
如瑾赞叹道。

水满乡是海南海拔最高的乡镇，
交通闭塞、道路崎岖，生产发展空间
受限。贫困，曾经是这里最扎眼的

“标签”。
而如今的水满乡，拥有星级酒

店、景区，逐渐走出一条农旅融合、文
旅融合发展之路，不少昔日的贫困村
都已经摘掉了“穷帽子”。从2001年
设立五指山市至今，水满乡发生的
变化，离不开产业之变、乡风之变、文
化之变。

产业之变：茶叶种植
从粗放型走向规模化

从五指山市区出发，驱车沿着
弯弯曲曲的南水公路，翠绿的山林
随着车窗不断后移，不一会儿便到
了五指山市椰仙观光茶园，这是五
指山为数不多的茶旅融合发展的
茶园之一。

“水满的变化很大。从2001年
设立五指山市开始，我们就在这里开
展大叶种茶园种植，见证了这里的变
化。”五指山市茶叶协会会长郑丽娟
介绍道。

走在高低起伏的茶园里，茶树沿
着25度左右的坡度，顺着茶垄层层
铺开，206亩的茶山从远处望去别有
一番韵味。

下转A03版▶

从五指山市的贫穷落后乡镇，到如今走上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水满三变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陈
雪怡）经国家统计局评估确认，2019
年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
1300.3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5.5%。这是4月18日在海口举
行的2019年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
况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海南主要经济指
标数据。“一季度，全省经济呈现平稳
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省统计局
有关负责人说。

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增加
值261.02亿元，同比增长3.5%；第二
产业增加值220.11亿元，增长7.9%；
第三产业增加值 819.19 亿元，增长
5.5%。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为 63%，比上年同期提高
1.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64.8%，是全省经济增长的主
要带动力量。

同时，我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实施招商引资、发展总部经济等系
列政策措施，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进
一步优化。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
1.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同比下降 1.5 个百
分点；消费服务领域的批发和零售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等投资均快速增长。居
民消费加快升级，一季度，免税店商
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4.6%；反映消费
升级的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等商
品零售增速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

一季度全省GDP
同比增长5.5%
经济总体平稳 实现良好开局

五指山市通过发展茶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图为当地村民在水满乡椰仙茶园采摘茶叶。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石河子：高唱创业歌
焕发新荣光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一个村，一个会。阳春时节，习近平总书记飞赴重
庆，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的村，是大山深处的贫困村，名叫华溪村。它地
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镶嵌在群山高山之中。
越过千山万水，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总书记就是想实地
了解脱贫攻坚进展情况，看看贫困地区的新面貌。

开的会，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跨省区
座谈会。“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
和核心指标，是共产党人面向世界的铮铮誓言和郑重

承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
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聚焦问
题，就难点议对策，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个会不
是清谈会，而是冲着问题来的，是要实打实地研究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

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新中国成
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
初心、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思考的
重大问题。 （见B01版）

“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
反反复复地去抓”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