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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陈颖

“来来来，这个墨鱼饼是贫困户
自己做的，38元/斤，我给您包起来！”
12月23日上午，熙熙攘攘的海口市
秀英小街农贸市场，一处墙上写着

“消费扶贫”四个字的摊位格外显眼，
海口市供销社员工王贵君正在此招
揽顾客。除了墨鱼饼，消费扶贫专区
还有小白菜、冬瓜、南瓜等扶贫农产
品，“都是贫困户种植养殖的农产品，
今天上午我们已经卖了四五百元
了！”王贵君说。

这是我省创新消费扶贫模式的
一个缩影。2018年10月以来，我省
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党政强力

推动全保障、各方积极联动全覆盖、
线上线下互动全服务和贫困群众自
觉主动全参与”的“四动四全”消费扶
贫新模式，越来越多的海南贫困户通
过消费扶贫新模式，将扶贫农产品

“变现”。
自2018年 10月份消费扶贫全

面启动以来，截至2019年11月底，全
省扶贫产品销售金额1.44亿元。海
南消费扶贫创新模式不仅得到了国
务院扶贫办的认可，还入选了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制度
创新案例。

位于海口市的海南海供乐农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扶贫农产品展示中
心，澄迈桥头地瓜、定安裕泰隆萝卜

干、琼海辣木茶等扶贫农产品琳琅满
目。这是海南省供销联社新设立的
其中一个扶贫农产品专区专柜。

海南海供乐农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潘斌介绍，该中心于今年
12月18日运营，覆盖扶贫农产品30
多种。“自我省开展‘爱心扶贫大集
市’百家百场活动以来，公司初期摸
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社
区爱心消费扶贫集市活动。”潘斌介
绍，每场活动均搭建社区客户微信
群，同步农产品线上“订单+配送”方
式开展扶贫农产品进社区活动。自
2019年初至今，共组织社区活动41
场，共销售扶贫产品91.2万元，受益
贫困户3260户以上。

农产品不愁卖，让越来越多的贫
困户看到了市场，也从深层次激发贫
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海口东昌农场公司贫困群众陈
力是海口市供销社大坡为农服务中
心的重点帮扶对象。“我种了一些胡
椒、菠萝蜜、木瓜、香蕉，只要联系海
口市供销社相关人员，我的产品就可
以通过扶贫集市卖出。”陈力说，仅在
今年4月21日的海南师范大学扶贫
集市现场，他一个上午纯收入就达
3000多元，“我们拿到的都是现金！
谋发展的干劲特足！”

据了解，海南省供销社牵头发展
全省“爱心扶贫大集市”线下活动，发
挥供销社网点遍布农村的渠道优势，

联合各市县共同组织开展“爱心扶贫
大集市”线下销售百场百家活动。通
过“政府主导协调+乡镇供销社组织
产品+贫困户农产品零门槛入市+产
销零距离低成本对接”线下集市模
式，在供销系统超市、供销点设立扶
贫农产品专区专柜，帮助贫困户就近
销售农产品。

“爱心扶贫大集市”是助力消费扶
贫的线下主要载体，“爱心扶贫网”则
为线上主平台，两者形成线上线下高
效互动的良好氛围，为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消费扶贫活动创造了条件。截至
今年12月19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线
上大宗采购总额达到454.64万元。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我省探索“四动四全”消费扶贫新模式，一年多来扶贫产品卖了1.44亿元

线上线下一起卖 农家土货变现快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黄立明

搬运、分拣、包装，然后把一箱箱
新鲜的黄秋葵送上冷链车，12月20
日下午，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
镇毛朋村的黄秋葵收购点，脱贫户王
晓敏不停地忙碌着。早上她把自家
的黄秋葵拿来卖掉后，就在这里做起
了短工。“在这里务工每个月也有
3000元左右的收入，只要肯出力，生
活就越来越好！”

企业保底收购

黄秋葵，被称为“植物黄金”，是
一种绿色健康养生蔬菜，越来越受到
现代消费者的青睐，而在保亭，它成
了许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钥
匙”。近年来，保亭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在新政、响水等乡
镇发展黄秋葵种植产业，目前全县黄
秋葵种植面积超过了1万亩。

保亭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保亭种植的黄秋葵每年11月
开始采摘上市，一直持续到次年的6
月末，优势在于与岛外省份形成反季
节的气候优势。

“但是一开始村民不了解黄秋
葵，不愿意种。”保亭黄秋葵产业的龙
头企业港海高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杨伟宇说，该公司在保亭种
植黄秋葵已有10余年，早期村民种
植的积极性不高。

原因在于种植黄秋葵有风险，
“市场行情差的时候，收购价仅近两
元每斤，加上种苗成本高，种植户可
能还会亏钱。”杨伟宇解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亭一方
面为黄秋葵种植户补贴种苗，每亩
补贴 3000 株苗，可为农户每亩节
省成本约 3000 元；另一方面引导
港海高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种
植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无论市场
上的价格如何波动，种植户的收入
都有保障。

“市场行情上涨我们的收购价

也会上涨，但市场行情不好时，我们
还保证以每斤3元的保底价收购黄
秋葵。”杨伟宇称，尽管行情不好保
底收购时公司可能会亏损，但行情
好的时候公司收益也不错，从长期
来看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既能
保证公司的长期收益，也能为种植
户提供保障。

王晓敏就是这项保底收购法的
获益者。在政府和企业的引导和技
术支持下，王晓敏家种上了6亩黄秋
葵，“政府补贴种苗后，每年种植一亩
黄秋葵的成本不到1000元。每年亩
产能达到3000斤，哪怕按保底价每
亩也能赚8000元左右。”王晓敏给海
南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她家靠
种植黄秋葵赚了6万多元，另外到收
购点务工也有2万多元的收入。

改善村风民风

目前，港海高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在保亭联系的种植户已有2200多

户，黄秋葵种植面积已超过7000亩，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约700户，种植
面积超过2000亩，全县14个收购点
带动200多名本地村民就业。去年
冬天到今年夏天的采摘季，该公司产
值超过1.5亿元。

此外，港海高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对种植户采取每月集中结算的
方式。“这既避免了村民每天卖了黄
秋葵后马上就花掉，也可以帮助部
分村民养成储蓄的习惯，还可以为
扶贫工作提供较为精准的数据。”杨
伟宇说。

“黄秋葵采摘对时间要求非常
严格，每天都开花产果，需要种植户
每天都去采，当天不摘就用不了。”
保亭扶贫办副主任林良介绍，这也
倒逼部分有懒惰思想的贫困户每天
都做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辛勤劳
动的习惯，村风民风都有了改善，这
也是黄秋葵成为保亭扶贫重点产业
的重要原因。

（本报保城12月24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毛景慧

左手扶住桑枝，右手握着镰刀
来回移动，片刻间一根根桑叶蔫黄
的枝条便在地上堆成了小山。“得
赶紧把它们给剪掉，明年才能长出
更多的叶子。”12月23日清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加钗村
卖刀村民小组的一片桑田里，村民
王家院正趁着桑树休眠期进行枝
条修剪工作。

几天前，王家院刚刚把家里最
后一筐蚕茧递给乡墟收购站的工作
人员，装袋称重后领到1830元，这
是他今年卖出的第16批蚕茧。“眼
下得把桑树管护好，等到明年3月
长出了新叶，就又可以开始养蚕
了。”自2011年将自家11亩水田全
部翻种上桑树后，王家院半个月卖
一批蚕茧，每年光这一项收入就达
5万余元。

在卖刀村，靠着桑蚕产业把日
子越过越红火的可不止王家院一
个。卖刀村民小组组长王国优介
绍，直到2011年，琼中县委、县政府
大规模推广扶持农民种桑养蚕，村
民们便开始试着将自家的水田及荒
地改为桑田。从十几亩到几十亩再
发展至300余亩，如今卖刀村近半
数村民从事种桑养蚕产业，去年累
计增收达70余万元。

“不用外出打工，每半个月就能
卖一批蚕茧，农民就像按月领工资
似的，为啥不干？”琼中桑蚕办主任陈
李叶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琼中，种
桑树有种苗补贴、肥料补贴，盖蚕房
有政府补贴，卖蚕茧还有龙头企业
保底价收购，产销一体式的产业模
式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种桑
养蚕。

2019年，琼中种桑面积逾3万
亩，覆盖农户3000多户，预计全年可
收获17批200万斤蚕茧，产值5000
万元以上，户均增收达1.67万元。

不满足于简单地种桑养蚕，琼
中继续挖掘传统桑蚕产业潜力，串
起一条日渐完善的生态产业链。

在长征镇烟园村，村民们将废
弃的桑枝高温消毒后，与稻草、棉
壳、糠谷、玉米等一起混合粉碎，用
来栽培食用菌。而每当一垄垄桑田
迎来挂果丰收季，红毛镇番响村牙
模村小组便会涌来一波波游客摘桑
葚、品桑蚕大餐、买桑葚酒……

“我们引进了广东省丝纺集团、
海南省丝绸公司等优质企业，正筹
备建设一座年加工鲜茧6万担以
上、年生产蚕丝400吨以上的缫丝
厂，促使桑蚕产业由出售原材料逐
步向缫丝初加工迈进。”陈李叶表
示，该县2020年拟计划扩种0.5万
亩桑园，串起一条日渐完善的生态
产业链之余，意味着将让数千农户
实现一二三产业全方位掘金。

（本报营根12月24日电）

保亭大力发展黄秋葵扶贫产业，保底价收购促农增收

种下“植物黄金”赚到白银真金

琼中蚕桑产业覆盖农户3000
多家，户均将增收1.67万元

一根桑蚕丝
“织”出致富网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介绍惠农超市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12
月23日播出的第162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请到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金海
波做客演播室，为大家讲解他们的扶贫创新
举措——“脱贫攻坚惠农超市”。

在扶贫工作中，海南各地都总结出了一
些行之有效的创新想法和做法。比如，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有一个“超市”，它不仅
有效地帮助贫困群众扭转了“等靠要”思想，
还解决了当地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互相攀比
等问题。

截至目前，保亭全县 9个乡镇均已开设
“脱贫攻坚惠农超市”，实现了乡镇全覆盖，
在有效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也在当地
形成了贫困户与普通农户互帮互助的友好
氛围。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
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进行收看。

省关工委“科技帮扶基地”
在澄迈授牌

本报金江12月24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
讯员钟航航）12月24日上午，海南省关工委

“科技帮扶基地”授牌仪式暨经验交流座谈会
在澄迈县永发镇澄迈惠民果菜产销专业合作
社举行。

当天，省关工委给澄迈惠民果菜产销专业
合作社、定安高林苗木专业合作社、白沙五里路
有机茶示范基地、文昌传味鸡产业培训基地、陵
水光坡圣女果示范基地授予“科技帮扶基地”牌
匾。海南省惠农慈善基金会给这5个基地各捐
赠人民币10万元，以支持基地建设。

澄迈、白沙、定安、文昌、陵水等市县关工委
相关负责人分别结合本市县的工作实际做了经
验交流发言。

万宁消费扶贫
累计达284万元

本报讯 （记者袁宇）12月 23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扶贫办获悉，自 2018 年 10
月至2019年 11月 30日，万宁市线上线下消
费扶贫累计达到284万元，其中线上消费150
万元。

据介绍，今年以来，万宁市已经举办了11
场爱心扶贫大集市，每场大集市开市期间都人
气火爆，常常开市半天就能取得近10万元的销
售成绩。

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1
月份，该市 79 个单位总消费 14.38 万元，其
中线上消费 5.88 万元，线下消费 8.5 万元。
该市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
购扶贫产品，倡导干部职工根据自身需要购
买扶贫产品，并鼓励社会企业及平台销售扶
贫农特产品。目前来看，爱心扶贫集市上的
瓜果蔬菜、禽畜肉蛋、五谷杂粮、各类特产、手
工艺品等已经初步形成了口碑，并带动了民
宿产品、乡野采摘活动及乡村游等，有力解
决了贫困群众销售渠道不畅通的“最后一公
里”难题。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组织参与消
费扶贫活动、积极组织产品上架爱心扶贫网、按
时上报消费扶贫统计情况等，更好地做好消费
扶贫工作，切实帮助贫困户将产品销售出去，助
力贫困户早日脱贫“摘帽”。

白沙纪委监委开展
扶贫领域自查自纠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杨茲浓）近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对组织机关帮扶
责任人开展扶贫领域自查自纠活动。

据了解，此次检查共成立四个小组，通过走
访入户、与贫困户面对面交流、查看扶贫手册等
方式，重点查看扶贫政策落实、帮扶政策宣传、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情况，全面摸
清脱贫攻坚战中存在的问题，迅速补齐短板，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截至目前，白沙纪委监委
共发现扶贫手册帮扶措施更新未完善、线上线
下信息不一致等91个问题。下一步，将以问题
为导向，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确保整
改到位。

白沙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监督是
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纪检监察部门既
要做帮扶工作的“标兵”，也要做扶贫领域
执纪监督的“哨兵”，把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打好。

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大潜洋，农户正在分拣刚刚采摘的圣女果。
圣女果是陵水的“网红”扶贫农产品。据悉，今年陵水圣女果种植面积逾4万亩，光坡镇、椰林镇、提

蒙乡、本号镇等地部分圣女果已陆续上市，价格在4.5元/斤左右，预计明年1月初为圣女果上市高峰期。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圣女果 出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