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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林素婉，临高金牌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办公室的一名工勤人员，性格温和
宽厚，做事没有怨言。如果不是因为脱
贫攻坚工作，今年50岁的她，会默默地
从临高金牌管委会办公室退休。

2016年临高金牌管委会开始负责
帮扶临高博厚镇博西村，林素婉等12
人成为博西村65户贫困户的帮扶责任
人。她用心用情帮扶，帮助博西村发生
了喜人变化。3年下来，林素婉成了博
西村村民口中亲切的“婉姐”。

“话家常”拉近距离

博西村位于博厚镇北部，下辖5
个村民小组，是“十二五”建档立卡贫
困村。人均耕地只有1.43亩，长期以
来，村民以种植甘蔗、水稻为主，收入
微薄。全村604户2561人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68户262人，低保户50户
208人，特困户21户21人。

帮扶人员进村时，村里垃圾成堆、
污水横流，部分村民还居住在土坯房
里，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刚下村时，
林素婉总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扶贫工
作。”近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金牌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博西村帮扶
责任人伍庆平说。

林素婉是博西村泗洲南村民小组
6户贫困户的帮扶责任人。她只是高
中毕业，担心自己做不好工作，经常向
伍庆平等人请教，下苦功夫搞懂扶贫
政策，从入户调查到宣讲政策、填扶贫
手册，她不懂就问，决心要将扶贫工作
做好。

开始的时候，林素婉也没什么门
路，进村就是与村民话家常，“想到什
么就聊什么。”共同的乡音，拉近了她
和村民的距离。在贫困户家中，在村
口、在树荫下，她与贫困户聊，与拄着
拐杖的阿婆聊，与村干部聊，慢慢地掌
握了村民的情况，知道了谁家有什么
困难，能帮则帮。

“婉姐能听取我们的想法，了解我

们的需求，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博西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庆勇说。

真帮扶赢得人心

贫困户冼亚四的老婆生孩子，林
素婉买来一大块猪腿肉去探望，住院、
报销都是她帮忙办。“这是只有家人才
会做的事呀！”博西村众人向海南日报
记者感叹。

洗亚四的哥哥洗亚三是特困户，林
素婉不是他的帮扶责任人，也给他买来
300元的鸡苗，让他尝试养鸡。“婉姐在
单位是工勤人员，收入情况一般，但她
对贫困户毫不吝惜。”伍庆平说。

今年9月，海南日记者记者来到
冼亚四家，他家的房子是在政府帮扶
下新盖的。在屋里圆桌上，摆放着他
刚炒好的菜，一大盘色香诱人的猪肉
炒豆腐、一盘炖鸭肉和一盘清炒长豆
角。环顾他的房间，卧室的床上支起
一个帐篷式蚊帐，床边还放着一个透
明的置物箱。“这些都是婉姐买来的，

她看见缺什么就买什么。”冼亚四说。
“有她没她区别很大。”村民符小

梅一提起婉姐话儿就刹不住：“以前我
只会埋头种水稻，婉姐带着我们去多
文镇看种桑养蚕，我发现企业不仅提
供技术指导，还负责回收，觉得我也可
以干这个呀！”外出学习归来，符小梅
用家里的5亩地种桑养蚕，凭着政府
帮扶和自身的努力，符小梅的产业发
展越来越好，她家也搬进了宽敞的新
房。“婉姐平常嘘寒问暖，有时一天打
好几个电话，还建了一个微信群，把贫
困户聚拢在一起，方便交流。全村人
都夸婉姐。”符小梅说。

在她和其他帮扶责任人的共同努
力下，博西村的扶贫工作大有起色。
村里制订了环境卫生管理制度，27吨
的陈年垃圾被清理干净，两公里长的
村巷硬化已完成，120户村民完成危
房改造……2016年至今，博西村69
户贫困户仅剩一户未脱贫，这个村庄
正以崭新的面貌向前进发。

（本报临城10月21日电）

临高博西村帮扶责任人林素婉3年真情帮扶促贫困村庄蝶变

村里人人夸“婉姐”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10月13日至19日，由中组部、农
业农村部组织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在乐东黎族
自治县开班，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
南达村脱贫户田树贤是近百名学员中
的一员。

“这次参加培训，接触到哈密瓜、
火龙果、凤梨等种植新技术，发现有些
果蔬品种也适合引进白沙种植。”10
月16日，在乐东柔鸣红心火龙果种植
基地观摩学习后，田树贤在小本子上
记下了许多种植技术要领。

从两年前愁温饱、缺产业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到现今白沙打安镇小有

名气的紫玉淮山种植户，今年46岁的
田树贤始终不忘自勉“多学习、勤劳
作”，努力发展产业。“思想要跟得上，
要多学习技术，才能把产业发展好，才
能有好收入。”田树贤说。

过去，田树贤一家的收入主要依
靠200多株橡胶，由于近几年橡胶产
业行情相对低迷，再加上家人患病需
长期服药治疗，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两年前，当白沙扶贫部门鼓励引
导南达村群众发展紫玉淮山种植产业
时，部分贫困群众一度迟疑，似乎不敢
尝试。田树贤辗转打听到这种淮山口
感香甜粉糯、在海南属于“新品”，他下
定决心发展这一产业。

说干就干。2017年4月，田树贤

垦荒试种了1.5亩紫玉淮山，在当地
农技人员的悉心帮扶下，他挖土起垄、
横向放槽、埋放农家肥、搭棚架……得
益于打安镇南高岭山泉水的滋养灌
溉，很快，紫玉淮山藤叶缠绕，形成一
垄垄翠绿严实的屏障。半年多过去，
他种植的紫玉淮山个头又长又直，当
年12月底收成过秤时，亩产量达到
3000多斤，除去成本，他净赚万余元，
这更坚定了他扩大发展这一产业的信
心。2018年脱贫后，田树贤继续扩大
紫玉淮山种植面积。如今，他将紫玉
淮山种植基地扩大至20亩，并力邀同
村的6户贫困群众到基地务工。

“手脚勤快，乐于学习。”这是打安
镇扶贫办干部对田树贤的评价。平

时，无论是县里、镇里，或是临近市县
组织扶贫农技培训，田树贤都会腾出
时间参加，争当知识型农民。他每次
都会带上小本子做好记录，记下种植、
养殖技术要领以及授课老师的联系方
式，以便日后咨询、讨教。翻阅田树贤
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他参加各种
农技培训时的“打卡”留言。

“村里还有一些荒地可以垦荒耕
种，明年，我也想把更好的热带高效果
蔬产业引回村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户
一起脱贫致富。”尽管在外参加培训，
但田树贤仍记挂着村里的产业，培训
之余他不忘拨打电话，叮嘱在基地务
工的村民喷洒药液，做好叶片虫害预
防工作。 （本报牙叉10月21日电）

白沙脱贫户田树贤肯学勤干种紫玉淮山，带领乡亲增收致富

淮山当“靠山”后进变先进

产业就业扶贫是脱贫攻坚“五个一批”
工程的核心内容，是发挥“造血”功能、确保
贫困户稳定脱贫的关键举措。万宁是全省
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全市共有30个贫困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0175 户 40845 人。
近年来，万宁坚决以习近平扶贫论述为指
导，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脱贫攻坚工作
系列决策部署，把产业就业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根本之策，探索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产业
就业扶贫新路子，实现30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累计脱贫9033户36966人，通过产业就
业脱贫人数占比90%以上。

坚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我们立足
东山羊、和乐蟹、槟榔加工、特色山鸡等万宁
特色产业，通过构建“合作社+党支部+贫困
户”等产业发展模式，组建北大镇东山羊、长
丰镇槟榔加工、三更罗镇特色山鸡等一批特
色种养加工基地和10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支持贫困户采取资本金入股、保底分红、
订单生产等方式与企业或合作社建立稳定利
益联结机制，组织产业帮扶项目105个，捆绑
农村贫困户4481户17403人、农垦居贫困户
135户491人，产业帮扶覆盖率100%。特别
是针对今年槟榔价格明显走低导致农民大幅
减收的致贫风险，我们在财力极其紧张的情
况下，拿出财政资金1000万作为槟榔贷款风
险补偿基金撬动7000万元贴息贷款，全力将
全省槟榔价格从1.6元/斤托起至5.4元/斤，惠
及全省200多万农民。我们还在全省率先开

发牛羊家禽、和乐蟹养殖保险等系列扶贫保
险项目17个，全省首个完成贫困户天然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全覆盖，为扶贫产业发展系
上“安全带”。加强产业扶贫资金监管，引入3
家会计事务所对89家帮带贫困户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规范建账，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

坚持多措并举狠抓就业扶贫。我们坚持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理念，利用万宁发布厅、
各镇宣传栏等平台发布就业信息，加强贫困
户就业技能培训，在全省首创开展贫困户扶
贫扶技军训活动6期，培训453人次。培训
后贫困户精神面貌明显转变，就业技能明显
提升，近八成贫困户实现了就业。通过将口
味王、雅利、派成铝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
就业扶贫车间，同时开发巡河员、保洁员等公
益性岗位，共转移安排18288名贫困群众在

“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把全市180万亩林
地保护与吸纳贫困户就业相结合，在全省率
先建立“公益林生态补偿脱贫机制”，选聘
2606名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协管员，实现
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互促双赢。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扶
贫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三
不减”“三提高”“三加强”工作要求，继续把
产业就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和
重点举措抓紧抓实，确保今年高质量完成剩
余贫困人口1142户3879人全面脱贫和已
脱贫人口巩固提升的目标任务。

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扶贫论述
精准施策打好万宁脱贫攻坚战

■ 中共万宁市委书记 贺敬平

背水一战 决战决胜
市县负责人谈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心得体会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三亚消费扶贫持
续升温。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三亚市政府
了解到，今年1月至10月17日，三亚全市消
费扶贫累计销售金额达424.24万元，受益
贫困户2464户。

为了给贫困户广开财路，今年以来，
三亚不断拓宽“五进”渠道，即进农贸市
场、进超市、进平价专区、进机场、进旅游
景区，共设置扶贫农产品销售专区17个，
现已投入运营9个；开展了27场爱心扶贫
集市专场活动，其中，于2019年春节前后
组织了两场“候鸟”消费专场活动，现场展

销各类扶贫农产品及配套农产品，吸引了
上万人次的“候鸟”人群到场购买。

据了解，三亚还在多个村推动扶贫农产
品“三个全覆盖”，包括扶贫农产品购销协
议、扶贫农产品购销信息卡、扶贫农产品购
销网点全覆盖，为实时掌握全市扶贫农产品
生产状况、做好产销对接夯实基础。

三亚市副市长周燕华表示，三亚采取单
位长期定向认购、单位临时团购、订单式生
产认购、个人爱心认购、协助购销对接等模
式，广泛发动各界参与爱心消费扶贫行动，
助力三亚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机场、旅游景区等地设置扶贫农产品销售专区

三亚拓宽“五进”渠道为贫困户开财路

推出限时优惠，新增“当日达”频道

海南爱心扶贫网扶贫活动多点“开花”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钟圆圆）10月20日，海南爱
心扶贫网第49期榜单揭晓。上周恰逢第六
个国家扶贫日和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一周
年，海南爱心扶贫网活动齐“开花”。

10月17日是第六个国家扶贫日，海南
爱心扶贫网在线上推出热销产品限时优惠，
并新增“当日达”频道，实现“产品配送+服
务”一体化，新鲜农货当天下单当天到达。
此外，上周有5家爱心企业和单位对海南爱
心扶贫网产品进行了大宗采购。

10月14日至20日期间，海南农垦、陵
水、白沙继续位列销量排行榜前三。订单
排行榜上，前三名分别是琼海忠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陵水本号镇电商
扶贫中心的茶树菇、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

近日，三亚爱心扶贫大集市专场活动在该市乐天城广场开展，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扶贫农产
品。全市各区的相关产业合作社、贫困户共携100多种农产品到场展销，当天销售金额达21.58万元，受益贫
困村民293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咯咯香农家鸡蛋

「白沙」白沙富涵家禽合作社扶贫产品虫草鸡蛋

「海垦」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白沙」白沙县牙叉镇志道村扶贫产品

「澄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鲜牛肉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累计销售量（件）

12445

10909

7826

7779

5544

4797

4380

3922

3734

3326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49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49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白沙

澄迈

定安

临高

海口

保亭

乐东

万宁

金额（元）

6188005.74

5683080.91

5273789.44

5222583.78

5052151.81

4638286.61

3935814.58

2686302.37

2396534.44

1716805.21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9年10月14日至2019年10月20日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陈正辉

10月16日，在定安县富文镇新联村尖
坡村民小组，村民蒙琼英指着村道两边的路
灯，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有了路灯以
后，我们晚上能跳广场舞了！”

路灯亮了，亮堂堂地照进了村民的心
里。说起路灯的建设，尖坡村村干部王安和
颇有感触：“从大家决定要建路灯，到路灯亮
了起来，前后不过才1个月的时间，这要是
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王安和说，过去之所以不敢想，是因为村
民心不齐，什么事都做不起来。早在前两年，
村委会就提出要将尖坡村打造成文明生态村，
把村里的土路硬化成水泥路。然而等县相关
部门把修路的钱拨下来后，村民们又反对了起
来。如此反复了两次，路最终没修起来。

新联村委会妇女主任蔡瑞香则回忆，对
村里的事，尖坡村民小组村民漠不关心，如
同一盘散沙，“有时候叫开会，能组织起来的
人还不到一半。”

转变发生在2017年8月，定安县委组
织部派周有国到新联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了解到情况后，周有国决心从改变村民
的思想入手，彻底改变尖坡村基础建设落
后、环境脏乱不堪的面貌和村民的精气神。

为了激发村民建设家乡的热情，周有国
将村里脏乱差的样子拍下来，冲印成照片张

贴在村里宗祠的围墙上，还趁村民们开展祭
祀活动时，到宗祠发表演讲：“乡亲们，列祖
列宗一定不想看到村庄越发破落脏乱，我们
要团结起来，改变村庄落后的面貌！”

然而要让村民相信村委会的决心，还要
真正将问题落实。从调解村民纠纷，到带头
打扫村里的卫生，再到修缮排水涵洞、硬化
巷道村路……村里的环境逐渐改善，村民看
在眼里，心也渐渐地凝聚在了一起。

“村里的舞蹈队自去年2月成立以来积
极排练，还自发买了5套衣服，逢年过节都
会义务给大家演出。”蔡瑞香说，思想转变以
后，村民们主动关心起村里的发展，尤其是
村里的年轻人，更是带头做父辈的思想工
作，为村委会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

今年9月初，村里决定安装路灯，村民
们自发组织捐款。100元、200元、500元
……家家户户都积极参与，很快就凑出了
3.1万余元。再加上镇村干部的捐款及帮扶
单位的扶持，前后仅1个月，67盏路灯就在
尖坡村亮了起来。

人心齐了，村民脱贫的信心也足了。新
联村是一个贫困村，为了改变困局，周有国
积极联系企业，争取了21万元资金帮助新联
村发展果树种植，为村民购买果树苗。“以前
不敢想的事现在做成了，以后我们也会脱贫
过上好日子！”尖坡村民小组村民领回树苗
后，栽种在庭前屋后的空地上，对于未来，他
们满怀信心。 （本报定城10月21日电）

定安县富文镇尖坡村驻村干部着力改变村民思想

过去不敢想的事干成了

本报定城10月21日电（记者郭萃）10
月20日下午，海南省潮汕商会、海南省潮青
会来到定安县残疾人扶贫康复基地，送来日
常用品、家电、床上用品、厨房用品和服装等
一批爱心物资，并计划创新扶贫方式，让基
地通过劳动创造更多价值，进而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

据了解，原是一名警察的李国超和妻子
创办了定安县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和
残疾人扶贫基地。虽然两夫妻所有资金全

投入扶贫基地，但短期内基地产出还不足以
照顾并医治这些残疾人。

海南省潮汕商会和海南省潮青会实地
调查了解基地的运作和产出情况后，为定安
县残疾人扶贫康复基地送上了第一批爱心
物资。为了增强基地的自身造血功能，下一
步还将捐赠芒果树苗、椰树苗、农资、农具化
肥农药，来增强基地的自身循环发展，同时
采购基地生产的禽、肉、水果等，利用会员企
业帮助开拓销路，助力基地残疾人脱贫。

海南省潮汕商会、海南省潮青会送爱心物资

帮扶定安残疾人扶贫康复基地

三亚爱心扶贫集市
销售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