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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平 特约记者 陈思国

11月28日，2019年陵水黎族自治
县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上，获评
为“优秀帮扶企业”的陵水健丰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伟岗，捧着几只龟就
走上了领奖台：“这可不是普通的龟，而
是‘扶贫龟’！”

陈伟岗笑着说：“在咱们合作社的
帮扶下，贫困户靠养龟脱了贫。”据了
解，截至2019年8月底，陵水健丰养殖
专业合作社在陵水的帮扶户有近千户，
且参与合作社的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至合作期满合作社产业扶贫分红预计
将超300万元，对陵水整体扶贫工作将

起到了强势助推作用。
在领到“优秀帮扶企业”荣誉证书

后，陈伟岗还做出郑重承诺：“为切实履
行企业脱贫攻坚职责，保障贫困户收入
呈逐年增加趋势，我们将积极响应县
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大力宣传推广
扶贫政策，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细化
帮扶措施，不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广
泛动员更多贫困群众参与合作入股或
就业，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

在脱贫攻坚征程上，企业的力量不
容忽视。当晚，陵水健丰养殖专业合作
社、海南自贸区众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海南陵水欣田旅业有限公司、陵
水黎梦休闲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陵

水鑫田休闲农业农村专业合作社、陵水
喜鹤翔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
企业获得了陵水脱贫攻坚“优秀帮扶企
业”荣誉。而这些企业也将继续把“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企业发展的使
命与目标之一，用生动实践回答企业助
力精准扶贫应该“扶持谁”“谁来扶”和

“怎么扶”的问题。
据悉，这些获奖企业将为推动当地

扶贫事业发展而长期“驻扎”陵水，继续
开拓扶贫工作新模式，“授人以渔”便是
其中一种。

椰田古赛景区手工坊技艺传承人
欧帅，曾是贫困户。“当初还是自己不够
努力，才导致家庭收入不高。”欧帅说。

2017年底，经推荐，欧帅来到陵
水椰田古寨景区就业。景区帮扶小组
在详细了解欧帅的家庭收入情况和就
业意愿后，通过对欧帅的性格特点、工
作经历、学历特长等综合分析，安排他
学习银器制作手艺。在帮扶对接人员
的悉心照顾和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欧
帅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丢掉
了“懒人”陋习，也对银器制作手艺经
历了从抵触到接触再到爱上这门手艺
的变化。

经过不懈努力，他很快成了一名合
格的手工银匠。如今的欧帅，已经完成
从学徒到手工银匠的转变，并带领全家
人脱贫。

陵水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劳动力市场供需实际，今年以来，陵水
结合贫困户培训意向调查结果，开办就
业扶贫职业培训78次，培训贫困劳动
力4413人，就业技能扶贫培训工作覆
盖了全县共11个乡镇、56个村委会。
同时举办《夜校帮你找工作》大型就业
脱贫招聘会等招聘活动16场，现场达
成就业意向的贫困劳动力296人。

不单单是大型企业，陵水还涌现出
一批优秀的村办集体企业。如陵水黎
梦休闲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黎梦公司），就是陵水本号镇军普村
的村办集体企业。

黎梦公司的火龙果种植项目虽然

只进行了短短几年，但自项目实施以
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
很显著。借助产业发展，黎梦公司累计
发动贫困户参与务工3764人次，共发
放务工资金37万余元，有效促进了本
号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了陵水农
业产业化进程，同时壮大了本号镇的优
势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也确保了贫
困户有可行、稳定的增收渠道。

爱心的薪火竞相绵延，“优秀帮扶企
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这份荣誉作为
标杆，在立足实际、聚焦实业、创新经营、
把企业做强做优的同时，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继续助力陵水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椰林12月1日电）

凝聚企业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优秀帮扶企业”介绍

陵水黎梦休闲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梦公司）是陵水
本号镇军普村的村办集体企业，主
营项目是火龙果种植。

目前公司产业项目分为两大
块，一是与海南天涯红休闲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以下
简称天涯红公司）合作发展火龙果
种植，该项目基地位于军普村龙坂
村民小组。其合作模式是由黎梦公
司投入政府扶贫资金167.64万元
用于购买火龙果种苗，天涯红公司
负责205亩火龙果种植用地的租赁
和种植生产管理费用、种植生产技
术支持、产品销售，以及对军普村
86户贫困劳动力开展火龙果种植
技术培训，并对贫困劳动力提供务
工机会，合作期限为5年。在合作
期内，天涯红公司将每年依次返还
23万元、31万元、60万元、80万元
和93.64万元，通过合作可为黎梦

公司盈利120万元。合作期结束
后，火龙果项目产业归天涯红公司
所有，但仍将长期向军普村贫困劳
动力提供务工机会，而黎梦公司则
将项目所获盈利用于贫困户分红及
后续产业发展。

第二大块则是自主经营的火龙
果种植产业。在与天涯红公司合作
的过程中，黎梦公司人员及贫困户
已基本掌握火龙果种植技术。
2019年，黎梦公司在该村花丛一村
民小组流转土地60亩，投入资金
420万元建设了拥有自主经营权的
火龙果种植基地，种植火龙果苗12
万株，现已进入生长管理阶段，果苗
长势良好，明年春季即可开花结果。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扶贫产业，巩
固扶贫成果，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在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黎梦公司又成功
流转了220亩土地，计划投资1700万
元，继续扩大火龙果产业发展。

陵水黎梦休闲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陵水健丰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
于2016年，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
陆龟养殖产业发展，依托陆龟养殖、
陆龟文化艺术创新以及休闲旅游度
假产品开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合
作社拓展了此前传统单一的产业结
构，大力投入陆龟药用的研发、生产
以及加工销售，充分发挥现代需求
产业价值的乘数效应，并以“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为契机，在不破坏农、
林、耕地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流
转的方式陆续建设了“陆龟主题”美
丽乡村、民宿、风情街等多元化的现
代休闲旅游度假项目，着力打造“旅
游+扶贫”相结合的陆龟文化特色
产业。

2016年，合作社参与了陵水椰
林镇的扶贫工作，将该镇167户贫
困户纳入合作社，每户认领8只龟
苗，共养殖“扶贫龟苗”1336只，经
过一年饲养后由合作社统一进行销

售，并按每只200元的标准开展分
红，每年分红总额26.72万元。预
计至2021年1月1日，椰林镇将累
计分红达106.88万元。

2018年，合作社又开始参与文
罗镇扶贫工作，纳入该镇贫困户
685户，每户按人口实际情况认领3
只至8只龟苗不等，共养殖“扶贫龟
苗”2827 只，年底销售后按每只
200元的标准向贫困户分红，年度
分红总额56.54万元。预计至2021
年 1 月 1 日，文罗镇将累计分红
169.62万元。

同年，合作社开始参与本号镇
扶贫工作，纳入该镇贫困户97户，
每户认领8只龟苗，共养殖“扶贫
龟苗”776只，年底销售后按每只
200元的标准向贫困户分红，每年
将分红15.52万元，预计至2021年
1月1日，本号镇将累计分红46.56
万元。

陵水健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椰田古寨景区是海南陵水欣
田旅业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3A级
景区，位于陵水英州镇。为贯彻落
实精准扶贫战略部署，围绕“三年
攻坚、两年巩固”的目标，自2016
年至今，椰田古寨景区累计创造帮
扶就业岗位150余个，帮扶就业近
70人次，直接、间接投入帮扶资金
403 万余元，其中 75%用于支付
101名贫困人员就业岗位工资、提
供免费食宿；剩余25%用于修建惠
农街商业铺面，为部分自主创业贫
困人员提供场地。

该公司于 2016 年 5 月开始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据悉，该公
司积极联系村“两委”，为凝聚党
员、服务群众提供有力保障 。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依
托党建阵地强化宣传引导，近
两年来该公司共召开大小会议
20 余场，现场招聘、培训 10 余

次，参与群众逾千人。同时通
过大力开展“不等不靠艰苦奋
斗”“精准帮扶、不养懒人”等思
想培训会，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信心。

2017 年，在该公司帮助下，
陵水英州镇母爸村 13 户贫困户
实现脱贫；2018 年，该公司又新
增隆广镇红旗村扶贫对象 35 户
共 129 人。据了解，目前在椰田
古寨景区工作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共37户，户均年收入3万元。椰
田古寨景区还计划重点为贫困户
量身定制 100 个岗位，同时探索

“文化+旅游”“旅游+扶贫”的融
合旅游发展模式，反哺社会，实
现可持续发展，预计将投入资金
逾百万元。

为了确保帮扶到位，该公司还
突出帮扶建设，树立就业帮扶典型，
辐射带动贫困户就业。

海南陵水欣田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自贸区众创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注册成
立，其前身为红兴养殖场，从事水
产养殖繁育已有15年，产品曾获
出口欧盟免检资格，现主要从事澳
洲淡水龙虾优质虾苗选育、成品虾
养殖及销售。

2019年5月，该公司积极响应
光坡镇政府号召，将澳洲淡水龙虾
养殖作为扶贫产业进行开发，以实
现贫困户全部脱贫的目标。并从苗
种供应、养殖技术到成品回收等生
产阶段提供系列服务，确保澳洲淡
水龙虾产业切实为广大贫困群众带
来实质回报。

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该公
司本着为困难群众考虑的原则，
决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困
难群体。截至目前，该公司共吸
纳贫困户群体就业人数达 500
余人次，录用长期工人 9 名，人
均工资每天 130 元。此外，还通

过“授人以渔”，从根本上解决扶
贫问题，大力培养困难群众掌握
养殖技术。目前，该公司先后组
织 3 次养殖技术培训，培训人数
达 150 余人。随着澳洲淡水龙
虾产业扩大，光坡镇的贫困群众
将掌握一项谋生技能，避免出现
返贫。

实现乡村振兴，确保达成脱
贫目标，需要产业先行。在光坡
镇政府支持下，该镇澳洲淡水龙
虾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
光坡镇澳洲淡水龙虾养殖面积已
达150余亩。该公司将 100亩养
殖基地出租给陵水光坡胜源种养
农民专业合作社，用于发展光坡
镇澳洲淡水龙虾产业，此外，还从
育苗、养殖技术、成品回收等方面
提供专业服务，确保产业健康、稳
健发展，并逐步转变传统农业发
展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切
实增加贫困户收入。

海南自贸区众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1月28日晚，海南陵水欣田旅业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获陵水“优秀帮扶企业”称号。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陵水喜鹤翔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系该县本号镇白石村村办企
业，公司自2017年成立以来，依靠

“党支部+公司+贫困户”的产业扶
贫模式，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在
产业帮扶中的组织保障和桥梁纽带
作用。

如何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
伐？该公司从村情民意出发，坚持
市场导向，全面分析了白石村在发
展资源方面的优势与劣势，经过多
方考察和市场调研，最终确定发展
百香果种植这一高效产业。产业确
定后，公司组织人员跑遍了该村所
有耕作土地，发现祖修村民小组共
有耕地面积 117 亩，其中旱田 50
亩，且撂荒问题严重。

有了好的产业项目，还要有个
执行力好的组织，在确定使用祖修
村民小组土地种植百香果后，公司
统一了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汗往一处流，所有成员“拧成一

股绳”，撸起袖子、扛起锄头带着困
难群众一起干，仅用两个月时间便
建起一座占地65亩的百香果种植
基地。该基地共投入资金100万
元，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人员
共203户签订帮扶协议，解决就近
就业人口1000多人次，仅发放贫困
户务工工资就超过20万元。

没有销路，产业发展就没有出
路，该公司依托陵水北纬18度的
特殊区位和吊罗山山脉气候优势，
多次外出招商，寻找合作销路。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寻找，最
终与来自广州的水果批发贸易公
司和福建玉山果业达成供销战略
合作，对方还予以技术支持，解决
了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的后顾之
忧。目前，祖修村民小组的百香果
基地已形成一个产业带动一个村、
一片区域的新格局。今年，该公司
在一个月内就完成百香果销售额
突破30万元。

陵水喜鹤翔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陵水鑫田休闲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成立于2017年7月，位于该县
英州镇田仔村，主要开展农业种植养
殖、农产品收购加工和农业技术培训
等经营，按照“政府扶持+公司合作+
农户（贫困户）参与”的模式运行。

为提高农民对成立合作社重要
性的认识，号召他们积极主动地加
入。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就由村“两
委”干部和帮扶责任人主动到农民
家中开展宣传，反复宣传合作社联
合发展的好处，以及合作社可以提
供的各种服务和发展前景，让贫困
户主动申请加入。

每到秋冬季节，陵水因地理位
置独特等的特点，非常适合农作物
生长，相较内地农产品种植具有较
大的地域优势。结合田仔村区位优
势，经充分调研论证，合作社选定圣
女果、猪肚菇、冬季瓜菜等高附加值
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引领和带动农
村产业转型和规模化发展，同时带

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合作社积极与海口、三亚等地

大型农贸市场以及陵水城投菜篮子
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发动干部职工
购买扶贫产品，积极用好“海南爱心
扶贫网”等平台，有效解决了农产品
销售问题。

目前，该合作社共吸纳农户80
户，其中贫困户76户。合作社按照

“试点先行、以点带面、边发展边规
范”的原则，坚持科学规划，精心打
造和推广芒果、冬季瓜菜、陵水圣女
果、养生猪肚菇、水果玉米等产业，
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帮助贫困户增加
劳务收入25万余元。

此外，合作社还改变了农村家
庭过去“单打独斗”“小作坊式”的生
产经营模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持
续增长、农业生产科学发展和农民
共同致富的互促共赢。

（本报记者 丁平 整理）

陵水鑫田休闲农业农村专业合作社

陵水健丰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伟岗现场介绍“扶贫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