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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你看，像这样长出两叶的就可
以采摘了。”12月24日上午，在位于
五指山市水满乡的椰仙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茶园里，茶农王启留一边麻利
地采摘茶叶，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介
绍春茶的特点。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眼前这位专业的茶农，过去是一名建
筑工人。

在五指山，像王启留这样“跳槽”
回乡种植茶叶的村民有很多。茶叶
是当地的特色优势产业，五指山依托
全市8500多亩茶园，通过茶企带动
村民投身发展茶产业，带动大批农户

稳定发展，增收致富。
水满乡方龙村村民王泳苏有着

22年的种茶经验，过去茶叶卖不上好
价格，他只能在茶园里种些槟榔、橡
胶补贴家用，如今五指山红茶走上品
牌道路，“现在每年光卖茶青就能挣
好几万元。”

“我们数十家红茶企业达成共识
抱团发展，从种植、加工、包装、销售
等多方面着手，通过制定标准促使产
业提质增效，同时积极走出去参与各
种营销活动，有效提高了五指山红茶
的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五指山市
茶叶协会会长郑丽娟说，经过大家的
努力，2015年底，五指山红茶获得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
据五指山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程智伟介绍，五指山发
挥龙头企业带动引领作用，从种苗、技
术、资金上对农户予以扶持。通过“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解决新
成立合作社和贫困户在种植过程中种
苗、劳动力、农资、管理技术方面的不
足，实现从备地种植、苗期管护、采摘以
及加工上的“一条龙”帮扶。

收入是解决农户温饱问题的关
键。记者了解到，为消除农户发展茶
产业后顾之忧，当地政府、茶企和合
作社免费向贫困户提供种苗，并与贫
困户签订茶青回购协议，在确保达到

国家茶叶质量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保
底价收购。

“五指山云雾水满茶有限公司、
海南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茶农
采摘的茶青采取保底价收购，随行就
市，最高价时每公斤可达200元，就
高不就低，解决了贫困户的后顾之
忧。种茶户平均每亩茶叶收入近
5000元。”程智伟说。

在椰仙公司茶园里，“上水艺品五
指山椰仙茶文化教学基地”的招牌引起
记者的注意。“一些茶企从事茶叶生产
时间较早，技术成熟，经验丰富，政府便
与企业开展合作，以‘理论课＋茶园地’

‘课堂讲授＋车间实际操作’的方式给

农户上课，让他们真正掌握技术。”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帮助农民掌握茶叶种植技术，
政府还鼓励支持当地茶企吸收贫困村
民到离家近的茶园或茶店打工，村民王
菊容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和王启留都
在椰仙茶园上班，王菊容平日里的主要
工作是负责清洁。“在这里打工每个月有
2700元工资，比以前到乡里餐厅当服务
员要轻松很多。”王菊容说。

下一步，五指山将继续大力推进
茶叶产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茶叶生
产。同时，加强扶持，鼓励茶企、合作
社帮扶更多农户。

（本报五指山12月25日电）

五指山依托茶产业，以“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带动村民增收

茶香收入涨 老乡纷“还乡”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临高为贫困户发放外出务工奖励
和交通补贴

今年已给2642人
发放706万元

本报临城12月25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
员王菲菲）海南日报记者12月25日从临高县就
业局获悉，该县自出台贫困户外出务工奖补和交
通补助政策以来，不断优化和简化交通补贴申报
程序，今年已为2642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落
实外出务工奖励和交通补贴706.74万元。

为保障外出务工奖补和交通补贴工作有序
推进，临高县充分发挥各村帮扶责任人的力量，
详细掌握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外务工人员基本信
息，确保符合条件的外出务工贫困户都能享受
到政策。

据临高县就业局副局长倪志荣介绍，出台
奖补政策是为了鼓励贫困劳动力到外面打工增
加收入。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依据他们的银行流
水账或者社保清单提出务工奖补申请，申请表
交到村委会核实后，再经镇里核实上报给就业
局，按照这个流程，符合条件的就发放外出务工
奖励和外出务工交通补贴。

据悉，临高发放外出务工奖补和交通补贴
的标准为：贫困家庭劳动力连续务工6个月以
上（含6个月），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的务工奖
励；贫困家庭劳动力跨省外出务工，给予每人每
年800元的一次性交通补助，省内县外务工的
给予每人每年200元的一次性交通补贴。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南班村，
绿树掩映下，一幢幢颇具黎族风情的
二层小楼错落有致地立屹立于山脚
下。12月24日，在南班村农村淘宝
服务站，“店小二”曾宇飞挺着孕肚正
在清点货架上的纸巾、洗衣液等生活
用品，不时在本子上做好登记以便尽
快补货到位。

“一个多月前，‘候鸟’老人们就
已经回来了。最近经常要补货、送
货，忙得很哩！”曾宇飞说，淘宝服务
站占地60多平方米，二楼是她一家
人的住房，一楼被她用来装修当农村
淘宝服务站店面，主要服务毗邻村庄
的“四季春天”等几个生活小区，这里

居住着万余名“候鸟”老人，该服务站
主销的生活用品以及快递业务很受
欢迎。“每逢节庆与周末，都有不少游
客来体验乡村游，我们还帮助当地农
户代销山兰酒、木薯、蜂蜜等特色农
产品。”曾宇飞介绍。

曾宇飞是南班村的外来媳妇。5
年前，刚从琼海市一所大专院校毕业
的曾宇飞，嫁给了同校就读的白沙籍
小伙子高富春。作为一名广东籍“90
后”媳妇，曾宇飞坦言，以前总觉得白
沙是海南偏远的贫困市县，南班村又
属于偏僻村庄，料想村居大多破败不
堪，可是，2015年，当她第一次被高
富春带回南班村时，就禁不住点赞这
里的民居和配套设施，也对未来的美
好生活充满了憧憬。现今，丈夫在镇

上当电工，她在家打理服务站，兼顾
照顾小孩，再加上孕肚里的宝宝，一
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以前，咱南班村太穷、太脏、太
难了，就连本地姑娘都不愿嫁过来，
更别提吓跑了多少外地姑娘了。”每
每提及以前的南班村，村里老人忍不
住这般打趣地说。作为革命老区村
庄，南班村委会下辖芭蕉一村、南班
村等 6个自然村，共有 300 余户村
民。仅在七八年前，民宅多为破败瓦
房与简易搭盖，村居“脏乱差”顽疾始
终难于根治。那时，村民守着零散种
植的甘蔗、木薯等低效农作物过苦日
子，村民娶不到媳妇是常有之事，也
被当地人调侃为“光棍村”。

改变，源于美丽乡村建设。自

2012年起，政府在南班村采取“农户
出一点、政府帮一点、银行贷一点、集
体补一点”的形式，分批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一栋栋统一规划的二层民居楼
陆续建成，村道、污水管网、文体配套
等也日渐完善，村庄越来越美丽宜
居。南班村驻村第一书记陈修兴介
绍，2017年，南班村结合产业扶贫要
求，以芭蕉村为试点制定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规划，发动建档立卡贫困户以
及普通农户以土地、劳动力、资金入
股，成立了白沙芭蕉村休闲观光专业
合作社和白沙南班神猴石种养专业合
作社，发展旅游、五脚猪和黑山羊养殖
等产业，为群众致富拓展了新渠道。
此外，还借助周边“候鸟”人群较多的
优势，有效盘活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每到元旦、‘三月三’、国庆等节
假日，就有不少游客过来体验乡村
游，参加黎族长桌宴等活动，有时咱
家一天能入账几百元呢！”脱贫群众
高亚促乐呵呵地说。村庄在悄然变
靓，农产品不再愁销路，村民收入明
显增加，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就近就
业、创业的干劲也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除曾宇飞等广东
籍“90后”姑娘外，近年来，也有数名
来自广西以及海南其他市县的年轻
姑娘陆续嫁到南班村，曾经的“光棍
村”早已一甩窘状，成为白沙远近有
名的生态村、富美乡村，由此带来的

“美丽经济”，也让建档立卡贫困村民
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本报牙叉12月25日电）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增收产业让白沙南班村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外来妹来嫁“光棍村”脱单

东方长田村：
百香果产业带动
116户贫困户脱贫

本报八所12月25日电（记者
张文君）“之前干农活没有什么收
入，现在，一个月有3600元工资，非
常高兴。”12月25日，在东方市天
安乡长田村百香果种植基地，40多
岁的脱贫户刘丽玲像往常一样在基
地务工。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剩下
她和2个孩子，家里生活全靠她一
人支撑，生活曾十分困难。

今年3月，经过村里推荐，她进
入百香果种植基地，不仅有了稳定
的工资，还获得产业分红，并学会修
枝、校正、施肥等种植管理技术。“日
子是越过越好了，生活有了盼头。”
她高兴地说。

长田村是天安乡的偏远村庄，
这里的村民以种植南瓜、茄子、玉米
等传统经济作物为主，不仅收益低，
还极易受市场影响。

后来，在产业扶贫中，该村相中
了百香果种植。“百香果对人体健康
好，无论鲜果还是加工产品均受人
们喜爱，市场需求旺盛。”驻村第一
书记张怡远说，长田村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百香果。

据了解，2018年，长田村成立田
美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并与扶贫龙
头企业海南立诺农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合作，投资323万元，建设200
亩百香果种植基地。同时，长田村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市场+龙头企
业+农户”创新模式，做到党支部引
领、公司提供技术、贫困户务工，让贫
困户增加工资性收入、获取产业分红，
实现双重增收，促进可持续扶贫。目
前，长田村贫困户116户555人已入
股百香果产业，部分贫困户在种植基
地实现就业，全部贫困户实现脱贫。

下一步，长田村计划做大做强
百香果扶贫产业，规划建设百香果
加工厂，走产业化发展之路，进一步
解决产品销路问题，同时给贫困地
区群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 本报记者 贾磊

年关将近，勤劳的盘文海还带着
同乡村民在海口各个工地忙着刷涂
料、做装修等建筑相关的活。“现在我
正带着村里人努力赚钱，争取年底回
去多买点年货。”

在屯昌县枫木镇，琼凯村村民盘文
海是有名的致富带头人。这位昔日的贫
困户，通过勤学苦练掌握刷涂料手艺，不
仅摆脱了贫困，还带领乡亲一块致富。

盘文海一家因病致贫，母亲早些
年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全家主要靠他
外出打零工维持，家庭负担较重，
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穷
则思变，变则通途。在建筑工地打散
工的他开始下定决心学一门好手艺，
他看中了刷涂料手艺，通过勤学苦练
和慢慢的积累，逐渐掌握了这门手艺。

“当时跟施工队干刷涂料的活，
我是学徒，每天只有50元工钱，都是
苦活累活，但我就下定决心，不管价

钱怎么样，先学到一门好技术。在人
家收工时，我还在练习，就这样慢慢
累积了一些经验技术。”盘文海说。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保障性工作稳步推进。
盘文海带着学到的技术，回到乡下，承
包一些危房改造的房屋装修工程。

“乡亲们更愿意相信我们，我们
的活也慢慢地多了起来，在琼中和屯
昌一些乡镇、一些乡村都有我们的足
迹，我们的手艺得到了大家认可。”在

自己学到技术后，盘文海不忘带着村
里乡亲致富脱贫，先后有十几位村
民，其中不乏有贫困户，向盘文海学
习装修等手艺，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到
了更多的钱，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

如今，勤奋的盘文海还学到除装
修外的建筑手艺，带领乡亲到更远的地
区承揽更多的建筑工作。谈到未来，盘
文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想打造自己
的装修品牌，成立自己的公司，带着大家
一起致富。（本报屯城12月25日电）

屯昌琼凯村村民盘文海学会装修手艺后，带领乡亲承接工程增加收入

勤学苦练“绘”出好生活

定安系列举措推进就业扶贫

今年近1900名贫困户
获就业技能培训

本报定城12月2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黄荣海）“感谢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
机会，不但让我来这里免费参加技能培训，还有
专门的技能证书，有了这个证，将来持证上岗就
业就有保障了。”近日，由定安县人社局、就业局
组织在定城镇茅坡仔村开展的精准扶贫农村劳
动力点心制作技能培训班进行了结业考试。顺
利完成考核项目后，贫困户王益拿到了他期待
已久的由省人社厅和省就业局颁发的《中式面
点考核技能证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与王益一同获得证书的，还有茅坡仔村22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35名有技能需求的群众。

此次培训，定安县就业局对接海南佳蓬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由该校专业技能人员进村上
门授课，利用晚上农闲时间为学员开展了为期
半个月的技能培训。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多样，
主要是指导学员制作馒头、包子、油条等多种中
式面点。培训注重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通
过专业技能人员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学员亲自
动手、现学现做的方式，确保每一名参训学员均
能学有所获，真正掌握一门创业致富技能。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就业扶贫培训是定
安县深入实施各项就业扶贫新政策，精准帮扶
贫困劳动力就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定安紧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目标，坚持有就业就会有
收入，有收入就能实现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理
念，推出了一系列就业措施。

今年以来，定安举办技能培训班41期，培训
贫困家庭劳动力近1900人；开发就业扶贫公益
专岗安置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485人；举办就业
扶贫专场招聘会10场，入场招聘企业263家，提
供就业岗位5087个，2035名贫困劳动力入场求
职，达成就业意向人数418人。一系列举措有效
地拓展了贫困户就业渠道，助力精准扶贫。

白沙7个村级光伏电站投用
280户贫困户获益

本报牙叉12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
讯员李亚萍 朱统农）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7
个村级生态农业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完工并网，
投入使用。

据悉，2019年，白沙将7个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纳入扶贫项目库进行管理建设，该项目由
县政府投资，业主单位为县项目服务中心。项
目占地面积达514亩，建设细水乡罗任村、南开
乡牙佬村、南开乡革新村、青松乡拥处村、青松
乡青松村、打安镇南达村、牙叉镇对俄村等7个
村级电站。按照规划，每个村级电站建设规模
均为240千瓦，总规模1680千瓦，每个项目对
应帮扶4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总共帮扶280户
贫困户，计划总投资1352.54万元。

该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建设阶段，除专
业技术施工外，在普通施工用工方面，优先就近
安排当地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今后，随着上述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启用，将有效帮扶当地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实现增收，也将给村集体经济带
来持续性收入。

白沙普惠义务教育：

农村学生无人因贫辍学

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最偏远的小学——南开乡高峰村高峰小学，教师在给一年级学生们上课。
据统计，近3年来，白沙共投入教育扶贫资金1.35亿元，加强贫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持续提升校园

以及教学设施，并组织开展“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对不能跟班就读的残疾适龄学生开展送教上门等帮
扶。如今，白沙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户、农村低保户学生无一因贫辍学。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