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学特色

典型学员

专题 2019年12月3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A09

■■■■■ ■■■■■ ■■■■■

白沙互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理事长王明确：

原生态养殖豪猪
带232户贫困户脱贫

“豪猪全身上下都是宝，但是想养出与众
不同的豪猪占领市场先机，并不容易。在学习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课程后，农产品质量安全课
让我深受启发——原生态养殖就是一个很好
的卖点！”白沙互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理事长王明确高兴地说道。

王明确是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红茂村
人，2010年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从事电商工
作，2014年返乡创业。如何寻找创业项目？
如何让产业带动村民一起致富？家乡坐落在
鹦哥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山脚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王明确想到了一个扶贫好办法
——生态养殖豪猪，结合电商平台做产销一体
化产业。

王明确养殖的豪猪，经由人工科学放养，
仿野生养殖，深受市场欢迎。“海南省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中心的老师给我上了一堂农产品‘三
品一标课’，让我认识到农产品品牌的重要
性。”王明确说。2017年，他创立了“红茂谷”
品牌，将自己合作社养殖的豪猪、娃娃鱼、山羊
等包装产品，对外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红茂谷
共享农场及红茂谷系列产品。

如今，王明确在元门乡政府和白沙电商办
的帮助下，已经通过电商平台将豪猪销往全国
各地。通过政府支持、能人带动、贫困户参股、
保本分红的方式，他将豪猪和娃娃鱼养殖发展
成为元门乡发展特色产业脱贫的有力抓手，带
动贫困户及社员共232户。

白沙符永进养殖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符永进：

筑巢引“蜂”
让农户一起尝甜头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课程，让我结交了更
多的朋友，帮我打开产品销路。农产品可以通
过电商平台卖向全省全国。”白沙黎族自治县
南开乡革新村农民党员、白沙符永进养殖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符永进说。

2013年，符永进开始发展海南黄牛养殖，
并从儋州市引进48头黄牛。经过几年的发展，
现存栏牛73头。2015年11月，“白沙符永进养
殖专业合作社”成立，并带动该村9个农户社员
养殖海南黄牛27头，实现年收入25万元。

当养殖黄牛风生水起时，符永进又开始琢
磨养殖蜜蜂。经过多次参加农民培训班，符永
进总结出一个新方法——采取筑巢引“蜂”的
办法，利用自然山洞、枯木洞等造巢，吸引野蜜
蜂进洞酿造蜂蜜。

2015年，他开始带领该村农户及合作社
社员发展雨林蜜蜂的养殖。截至目前，合作社
共建成1000个仿生蜜蜂养殖巢，带动农户养
殖蜜蜂6000多箱，一起尝“甜头”。

一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后，新型农
业经营的发展模式给了符永进启发，他把合作
社按“合作社+基地+农户+带动贫困户”的发
展模式，采用“五统一”的方式开展生产，以合
作社组织成员集中养殖的方法，既提高了合作
社规模化效益，又有增加了社员收入。

截至目前，已有20名农民入股合作社，发
展海南小黄牛、黑山羊、白沙香猪、雨林蜂蜜等
四大特色养殖业。

昌江七叉红峰科技种养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符勇：

牛舍变教室
培育新农人

一间170平方米的牛舍改建成教室，300
平方米的牛舍改建为厨房和餐厅，昌江黎族自
治县达开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实现华丽转身，
瞄准发展农家乐、建设农民培育基地，为乡村
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近年来，我们紧紧依托海南省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中心等多方力量，把教室搬到田间
地头，搬到农民最需要的地方，助力乡村振
兴。”昌江达开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负责人符
勇介绍。

2014年4月，昌江七叉红峰科技种养专业
合作社达开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开建，七叉镇
田头村村民开始发展种植瓜果蔬菜，但由于原
放养牛、羊的草场受到限制，园区及时调整发
展方向，改为发展农家乐和“三农”人才培养基
地。经过5年的建设和发展，社员除了自己发
展产业收入外，还能得到分红，且带动7户贫
困户全部脱贫。

“合作社引进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
心等院校课程支持，并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符勇介绍，通过文化渗透和引领，达开农
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已撬动了田头村整村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

据悉，2019年3月，达开农业循环经济示
范园被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认定为

“海南省万名中专生培养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实训基地”。2019年2月，符勇被省委人才工
作委员会评为“南海乡土人才”。

东方慈爱种养园家庭农场主
罗大勇：

“养牛倌”
的绿色农庄梦

在东方市三家镇，有个“养牛倌”名叫罗大
勇。他不仅养殖了上百头黄牛，还养殖了稀有
的“珍珠鸡”，广受市场欢迎。

1995年，罗大勇毕业于海南省工业中等
专业学校工业会计专业，随后曾在大型企业打
工。2017年9月，得知国家出台政策扶持家庭
农场发展，罗大勇突然间找到了自己的新目标
——开办家庭农场。说干就干，他创办了以养
殖和种植为主的“慈爱种养园”的家庭农场，当
起了“养牛倌”，截至目前养殖黄牛肉牛124头。

罗大勇养殖的黄牛肉质细腻，牛肉味比较
浓，但个头小，出肉率低。凭着一股勇于创新
的干劲，罗大勇开始着手改良肉牛品种。
2018年11月，罗大勇自费建成了东方市唯一
的肉牛品种改良站，除了自己牛场做品种改
良，还动员并帮助其他养殖户进行品种改良。

罗大勇在养牛期间，还充分利用了农场内
资源，在农场内分批养殖肉鹅，每批养殖肉鹅
800多只，去年共出栏肉鹅4000只；每两个月
进500只“珍珠鸡”鸡苗，去年出栏2000只。
农场内还种植了数十种稀有果树，如：牛奶果、
巧克力果、布丁果和黄金果等，进入农场，宛如
走进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态园。

谈起未来的规划，罗大勇表示，计划到
2020年甄选出100头优质母牛，通过引进优
良公牛进行杂交培育，逐步向高品质，规模化
方向发展，同时，让农庄逐步向绿色生态方向
发展！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以党建引领、创新“三加”模式、发展对外合作——

培养乡村振兴“领头雁”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不断完善培训体系
瞄准产业兴旺
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

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既是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广大农民
群众实现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渴望。

今年以来，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努力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突出抓
好全省农技推广人员培训、万名中专生、
新型农民培训、职称培训、远程科技教育
等五大培训工作，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
训，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作出
贡献。

师资强
3门课入选全国优秀学习资源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精心从
省级科研推广部门和市县农业部门遴
选202名专家和农技人员，建立教师师
资库，专职31人，兼职171人。通过开
展培训、教学竞赛、观摩和督导等方式
培养锻炼教师，先后选派30余名教师赴
省外学习。

师资力量强大，教学内容创新。
2019年，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老师
录制的3门视频公开课入选全国优秀农
民教育培训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校本教材
建设经验被农业农村部作为典型向全国
推广。落实“教学班办到家门口”原则，在
海南各乡镇共设有教学点32个。注重增
强学员实操能力，与15家院校企业开展
合作，在全省挂牌实训基地50个。

2018年，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中心获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示范
基地。

体系全
围绕促进产业兴旺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兴旺目标任务，坚持面
向产业、融入产业、服务产业，全面优化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效益，就地培养和吸引提
升并重，不断发展壮大适应现代农业需求
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在全省基
层农技推广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全省农业
系列暨水产工程专业技术职称培训、全省
农村高素质人才培育、全省农村实用人才
就业创业培训等方面重点发力。

值得一提的，2019年省农民科技教
育培训中心组织完成农民就业创业培
训班8个，分别为琼中中兴畜禽养殖班、
万宁北大黑山羊养殖班、屯昌南坤橡胶
生产技术班、白沙对俄畜禽养殖培训
班、白沙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班、
昌江石碌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班、儋州那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培训班、保亭什玲镇坚固村农业产业发
展指导和种植技术培训班等，培训农民
学员500人。

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自2011年启动
以来，在各部门的努力下，已实现“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2019级招
生864人，截至目前，累计已招收中专生
9476人，累计毕业学员6370名，2017-
2019级在读生3106人，班级60个。

全省农民体育工作方面，2019年我
省农民体育项目获得全国总冠军3项，实
现海南省农民体育冠军“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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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琼海市长坡镇
牛角村，一辆载着60余包有机
肥的小车停靠在村口，这是海南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海南
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老师连
夜从三亚给学员免费运送来的
“营养品”。槟榔树下，植保专家
陈玉俊正在为学员讲解槟榔病虫
害防治、水肥管理等技术要点。

“非常感谢专家的答疑解
惑，不仅为我们种植户带来了知
识和技术，还免费发放有机肥，
这是之前想象不到的事情！”村
民黄德爱激动地说。

这是我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中心将农民教育培训送到农村田
间地头，为乡村培养造就高素质
农民队伍、助力我省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发展，为海南乡村振兴培
养更多“领头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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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第二届全国农民广场舞（健
身操）大赛”中，保亭什玲镇坚固村舞蹈队
获多个大奖。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技术人员
在陵水新村镇盐尽村对农户进行培训。

党建引领
探索“学校党员+驻村党

员干部+党员农民”模式

近年来，省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紧紧
扣住以党建引领、创新职业农民培育方
式方法、助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这
条主线，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农
民教育培训之路。

在今年“第二届全国农民广场舞
（健身操）大赛”中，我省农民广场舞代
表队——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
坚固村13名村民赢得比赛“三等奖”

“最佳表演奖”“最佳组织奖”，展示了海
南现代农民的精神风貌。

这是省农民科技教育中心通过党
建引领，探索“学校党员+驻村党员干
部+党员农民”“三加”模式发展的一次
成功经验。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在结束对位于河南省的全国首家农村
党支部学院的调研活动后，联合该村村
党支部在坚固村召开多次民主生活会，
让村党员干部、党员农民对培训课程建
言献策，最终与坚固村达成“校村合作”

协议。
“通过培训中心以党建引领，凝聚

了人心，让党员村民发挥示范作用，村里
打麻将和喝酒的少了，村里的风气明显
好转，尤其是组织舞蹈队后，大家的精神
气也十分高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窘
境正在一步步打开！”坚固村乡村工作队
队长于贤成说，接下来，双方将在共建微
党课、培养轮训村干部、打造“一村一品”
产业示范基地、提升舞蹈队专业品牌、共
建特色农民培训班等方面进行合作。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香村、
七坊镇可好村，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
心坚持以党建引领，探索“校企合作”教
学培养新模式：海南省万名中专生培养
项目2019级白沙教学点陆续在这两个
村开班，推行“学校课堂+顶岗实训”体
验式教学，将“微党课”搬进先进企业、
合作社产业园，倾听企业党员意见，凝
聚发展共识，为农民学员提供一条“出
门是产业、回家是学校”的学习捷径。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刘
云表示，中心紧紧牵住党建引领这个

“牛鼻子”，认真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
设，以每个党员的先进性体现支部党组

织的先进性。“我们以党员教师带动驻
村党员干部、带动党员农民，形成‘比学
赶超’助力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同时，
通过一村一户的产业带动，让广大农民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教学创新
入选全国农民教育培训

发展典型案例

“要想富，一分地里精心务，九分山
上下功夫”！在白沙牙叉镇对俄村，无论
是在山上山下，乡亲们都乐于苦干实干。

日前，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结
合白沙对俄村的环境区位和产业优势，
开展2019年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畜禽养
殖班。通过综合研判，培训班采用“固
定课堂+田间课堂”“集中教学+分段实
训”“实地观摩+App在线学习”相结合
的模式，特邀相关专家实地教学，千方
百计地调动农民学员的学习内在动力。

事实上，2019年以来，在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省农民科
技教育培训中心全面落实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要求，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为目标，以提升教育培训质量为关键，
积极探索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服务于建
设现代热带高效农业和乡村振兴的新
办法、新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农
广校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发展“十
大宣介”活动中，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
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采用的“一
主多元、两任、三教、四结合、五到位”农
民教育培训典型模式入选全国农民教
育培训发展典型案例。这种培训方式
易于被农民接受以致喜爱，参训农民称
这种方式“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2019年，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
心在全省范围内累计培训及服务人数
8000余人。

对外合作
讲好海南“一带一路”农

技合作故事

近年来，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不仅为我省乡村振兴人才振兴输入新鲜
血液，还成为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展农业农技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
今年冬交会期间，海南省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中心为蒙古国外宾提供了周
到细致的服务，赢得了外宾们点赞。蒙
古国食品、农牧业和轻工业部部长乌兰
表示，希望能与省农民科技培训中心开
展教育培训合作，帮助其培育相关技术
人才。乌兰同时邀请省农民科技教育
培训中心专家赴蒙参加明年的那达慕
大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技术
合作与人文交流。

刘云表示，今后，中心将在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紧紧围绕“教育培训”这根主线，大力培
育乡村振兴各类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事
业，为建设美好新海南做出应有贡献。
中心还将以此次外事工作为契机，进一
步做好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农业农民技术培训合作事宜，将为海南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注入更多国际化元
素。“我们要讲好海南故事，让外宾将海
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继续扩大对外
开放所产生的共赢商机带回去，让他们
知道‘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红利，让他
们把中国声音、海南旋律带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