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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总产值26.5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1%
实现农业增加值16.7亿元
同比增长4.3%

耕地面积达到56.5万亩

累计发展冬季瓜菜14.5万亩

热带水果20万亩

全县注册涉农商标累计108个
创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21个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6个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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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排产业扶贫项目143个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4474.38万元

2019年

昌江
4258.38万元帮扶3770户贫困户

27个村集体发展产业

216万元扶持贫困户发展种养产业

可实现产业收益136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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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李德亁

“主任，这叶子黄了，对冬瓜的生长
影响会不会很大？”12月11日中午，在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大安村一个冬
瓜地里，脱贫户陈义配着急地对村委
会副主任周忠强说。“不用担心，昨天
县里的农业技术员不是来看过了吗，”
周忠强答，“以我多年种冬瓜的经验，今
年我们村的冬瓜产量会比往年更好。”

脱贫户住上“冬瓜楼”

海南日报记者在大安村看到，冬
瓜地里不少瓜藤已结出很大的冬瓜，
村民正用旧报纸包住瓜蒂，以免被太
阳晒伤。“地里的冬瓜是一天一个样，
再过一个月，一个可长到60斤左右。”
周忠强说，到那时，整个村4300亩冬
瓜将陆续上市。

大安村党支部书记陈义宏介绍，
大安村下辖大村、新兴村、三加村等7

个自然村18个村民小组，共有426户
2404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共37
户198人。为了让贫困户脱贫，在当
地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大安村从2015
年起确定了“抓党员促示范、以产业谋
发展、向土地要效益”的脱贫发展思
路。他本人率先带领村“两委”干部种
植冬瓜、辣椒，特别是将黑皮冬瓜作为
大安村“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来抓，同
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种植。截
至目前，全村37户贫困户已全部实现
脱贫。

村民陈义配因家里兄弟多，年幼
时父母过世，结婚后一家4口人挤在
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2017年下
半年，在陈义宏的带动下，陈义配种了
10亩冬瓜，没钱买竹竿和肥料化药，陈
义宏给他做担保。在陈义宏手把手帮
带下，陈义配很快掌握了种瓜技术，加
上精心管理，那一季卖瓜他赚了几万
元，加上政府危改资金的帮扶，2018
年，他盖起了2层130多平方米的小楼
房，当年成功脱贫。“没有各方的帮助，

可能我这辈子都难有能力盖起楼房。”
陈义配感动地说。

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增收

眼下是毛豆采摘的季节，在昌江
太坡高速互通附近，海南欧兰德现代
农业开发公司的毛豆加工车间正加紧
生产。12月11日下午，海南日报记
者在毛豆加工车间看到，两条生产线
正同时运转，几十名工人坐在操作平
台边上，把未被机器清理干净的毛豆
捡起摘去豆梗。

作为昌江的农业龙头企业，海南
欧兰德现代农业开发公司主动承担扶
贫任务，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模
式，由企业出资金、出技术、订单回收
产品，贫困户出地、出劳力。2019年，
该公司带动了97户贫困户发展生产，
人均可实现收入上万元。

该公司董事长颜和德给海南日报
记者算了一笔扶贫账：公司每年支付
给农户土地租金2000多万元，支付农

户合作种植杂交水稻和毛豆收购费用
2000多万元，支付杂交水稻和毛豆种
植、加工、劳务费用5000多万元，合计
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近1亿元。

昌江石碌镇孔车村昂便村村民小
组的文亚宁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父母年老多病，2个孩子年幼，需要妻
子的照顾，因此一家6口人只有他一个
主要劳力。去年，当地政府将他介绍
到欧兰德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当工人，
一个月收入4000多元，加上政府在其
他方面的帮扶，他家也顺利脱贫了。

石碌镇山竹沟村青坎村村民小组
贫困户陆海恩，去年在欧兰德现代农
业开发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习
和试验种植育种水稻29亩，亩产达
400多斤，短短3个月的种植期，每亩
就有2000多元的收入，29亩水稻净
收入6万多元。

加大扶贫产业覆盖

据了解，去年以来，昌江制定出台

《昌江黎族自治县科技扶贫示范“百村
千户”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昌江黎族
自治县特色产业扶贫示范村、特色产
业扶贫基地和庭院经济扶贫示范村认
定标准（试行）》等文件，组织各乡镇进
行申报，2019年共创建海尾镇梧高
村、十月田镇椰子村特色产业扶贫示
范村2个，果鲜生公司哈密瓜、乐中公
司热带水果、绿福合作社香水菠萝特
色产业扶贫基地3个，同时鼓励贫困
户积极参与特色产业发展。

各乡镇结合实际发展情况，鼓
励驻点单位、本地企业、致富能人
等，创建了一批特色扶贫产业基
地。比如，通过“驻点单位+贫困户”
模式，创建了乌烈镇乌烈村、峨港村
圣女果扶贫基地，通过“企业+贫困
户”盘活土地创建了昌化镇杨柳春就
业扶贫基地，通过“致富能人+贫困
户”带动创建了海尾大安冬瓜基地
等。贫困户发展产业动力进一步加
强，增收途径越走越宽。

（本报石碌12月13日电）

今年昌江投入产业扶贫资金4474万元，可实现产业收益金1368万元

村企携手发展 产业带动增收
文化下乡扶贫扶智
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李德乾）“发展产业不能盲目，也不能光有一身
蛮力，要因地制宜，看准市场才有出路。”12月11
日晚，海南首部扶贫题材原创现代琼剧电影《圆
梦》走进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杨柳村，电影中的
蔬菜滞销情景，让种植户老杜感触颇深。

多年来，老杜一家靠种植花生为生，他非常踏
实，勤劳肯干。在种子、农药、化肥以及人力成本
上，老杜往往都是不遗余力地投入，然而市场行情
变化莫测，老杜也曾遭遇过花生价格低迷的窘境。

昌江因地制宜的脱贫攻坚决策，给老杜送来
了好消息。2018年起，杨柳村开始引进企业发展
火龙果产业，带动村民致富增收。扶贫干部与村
干部多次上门造访，老杜终于打消顾虑，把土地租
给企业发展火龙果产业。

“不仅有地租收，我和妻子还在基地打工，我
俩每月工资加起来差不多有7000元。”老杜庆幸
自己当初听了扶贫干部的话，“我要是一味地埋头
蛮干，不思改变，不可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不仅是老杜，电影中的很多场景，让村民看到
了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经历。

据介绍，《圆梦》改编自同名现代琼剧舞台版，
该片以“共谋农村新发展，共建美好新海南”为主
题，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题材，聚焦当今海南
乡村的发展变化。电影以沙渔塘村为原型，以现
代琼剧的形式，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讲述了昌江
海尾镇沙渔塘村青年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建设美
好新农村的故事。该剧以小见大，体现了海南基
层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助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的时代担当。

据了解，12月9日，《圆梦》在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节目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昌江县委宣
传部于近期组织开展了现代琼剧电影《圆梦》下
乡，首站便走进了昌化镇杨柳村、咸田村、昌城村、
新城村等4个村，在村民中产生强烈共鸣。《圆梦》
下乡活动会持续到明年1月上旬，共计将走进昌
江8个乡镇81个村庄。

“《圆梦》下乡是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昌江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希望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以文化
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激发昌江老百姓热爱家
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树立文化自信，共同打造
更多美好愿景，向建设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
园”的目标迈进。

花卉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昌江走出“花样”脱贫路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 杨耀科）12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沿着
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旅游公路，在离西环高铁
棋子湾站不远处，左拐进入聚源三角梅花卉基地，
仿佛走进了一片花的海洋：大棚里，数十万盆姹紫
嫣红的三角梅满地铺开，红的、紫的、粉的……一
眼望去，蔚为壮观；大棚旁边的观赏区里，有孔雀
开屏造型的、有蘑菇形的、有花瓶状的、有圆柱状
的，各种不同形状的花在枝头争奇斗艳，令人赏心
悦目。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多种花卉制作成动物造
型，打造‘花样动物世界’。”12月11日，聚源三角
梅花卉基地负责人林志毅说，“将这1600亩土地
打造成四季花海，让游客一年四季都有花看。”

2017年，昌江结合实际，提出“五地两县”的
发展思路，通过这一发展思路来实现建设新时代

“山海黎乡大花园”的总体目标。
当年，曾在福建老家发展过种植产业的林志

毅立即发现了商机。经实地考察，2017年12月，
他租下昌江乌烈镇峨港村1600亩地，打造花卉种
植示范基地。“三角梅有230多个品种，我这里就
有40多个。”林志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公司计划
将该花卉基地建设成为海南西部最大的三角梅培
育基地及集散中心，通过三角梅结合乔木花卉、粉
花山扁豆、风铃木、蓝花楹、美人树等植物的合理
规划及科学种植，利用其不同的开花时间将基地
打造成四季花海，为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增
绿添彩。

在石碌镇片石村，港商钟正浩投资6000多万
元，打造海南盆景花卉基地，里面既有造型各异的
盆景、木雕和昌江玉石，又有从国外引进的南美黄
金果、巴西甜樱桃、澳洲手指柠檬等百种名贵果
树。他除了雇用当地村民和贫困户外，还专门聘
请盆栽专家来给他们传授盆栽技术。

据统计，2017年以来，昌江花卉企业和合作
社有17家，面积达到1万多亩，遍及石碌、乌烈、
十月田、海尾及昌化等乡镇，昌江的美丽产业大有
后来居上之势。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林书
喜 通讯员钟玉莹）12月13日上午，在冬
交会上，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与
海南富汇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哈
密瓜战略合作协议，金额达1.155亿元。

根据双方约定，富汇达公司通过
自己的销售渠道，将今冬明春昌江种
植的哈密瓜进行采收销售，销量3850
万斤。

据介绍，昌江出产的哈密瓜已名

声在外，特别是该县海尾镇五大村，已
经成为省内各大知名商超的哈密瓜供
应地。五大村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整体
工作部署，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主导产业和“一村一品”，建设

哈密瓜种植基地。基地占地面积562
亩，总投资450万元，每年收益可达
1180.2（含投入）万元，为五大村的村民
带来了新的经济增收点。该基地采用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先下订单

再种植，共有110多农户参与其中，今
年7月，五大村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
为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据了解，今年昌江哈密瓜种植预计
有7000亩，其中五大村种植1600亩。

冬交会上签下1亿多元销售协议

让昌江哈密瓜“甜”到千里之外

日前，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港村的聚
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工人们正修剪三角梅
和除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土货变抢手货
12 月 13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冬交会昌江

馆，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和客
商的关注。

据悉，昌江共组织41种当地特色产品参加了今
年冬交会，其中扶贫产品就有36种。

文图/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钟莹

消费者及客商代表观看昌江特色水果。

昌江特色瓜菜。 昌江七叉竹稻黑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