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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不断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新路径新模式

产业多 品牌响“钱途”广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叶上荣

“咯咯咯……”2019年 12月 31
日一早，在澄迈县文儒镇加月村的橡
胶林地里，村民张昌进像往日一样，
在这里“巡视”养鸡场。上千只山寮
鸡在橡胶林里悠哉地觅食，2名员工
在清扫场地。

1980 年出生的张昌进是一位
返乡创业者。2000 年，张昌进大
专毕业后，在广东省东莞市打过几
年 工 ，承 包 过 道 路 建 设 工 程 。
2015 年回到澄迈县永发镇，承包
土地，创业养殖鸡鸭。

事业小成之后，2016 年，张昌
进回到出生地澄迈县文儒镇加月
村，重新办起养殖场，带动村民致
富。

经过 3 年谋划、发展，如今在
加月村，张昌进成为村民们口中的

“养殖大户”“致富带头人”。他的
养殖场由 5 个发展至 23 个，带动
了 7户农户，其中包括 5户贫困户
发展养殖。

创业屡受挫

2015年初，张昌进回到家乡澄
迈县自主创业。在多年闯荡的磨炼
下，张昌进乐观上进、吃苦耐劳。经
多次与朋友交流后，他把创业目标定
在鸡鸭鹅综合养殖上，在永发镇承包
土地，办起了养殖场。

不懂技术怎么办？张昌进与懂
技术的养殖户交朋友，虚心求取经
验。然而创业没多久，遇上禽流感，
张昌进养殖的7000多只鹅全部死
亡，直接损失30余万元。见到这种
情形，饲料场老板不愿再向他批发饲
料，第一次创业的养殖场就此倒闭。

张昌进并没有放弃，四处向亲朋
好友借钱，后来重开养殖场，并到其

他市县大型养殖场学习养殖、管理等
技术。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他渐渐
成为一名专业的养殖技术员。功夫
不负有心人，2015年底，张昌进赚取
了养殖以来的“第一桶金”，仅养鹅利
润就超过30万元。

创办合作社带村民脱贫

初尝甜头，张昌进想到了出生地
加月村的乡亲们。加月村是“十二
五”建档立卡贫困村，村民以种植橡
胶、槟榔等经济作物为主，经济效益
不佳。

2016年初，张昌进租了5处林
地，设为养殖区，养殖本地山寮鸡，并
发动村民一起参与养殖，提供种苗、
技术、场地，并包销售。然而，当时只

有两户村民参与养殖，其他村民们则
持观望态度。

村民王桑浩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他参与养殖一年多后，买了新
摩托车，装修了房子。看到王桑浩收
入不错，不少村民也渐渐加入到张昌
进的养殖场来。

2019年 5月，张昌进成立澄迈
文儒梦之缘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与
加月村委会合作，采取“农户企业+
贫困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技
术+劳力”的入股方式吸引贫困户参
与山寮鸡养殖，主动吸纳5户贫困户
入股合作，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延伸产业链建孵化场

自2016年开始，张昌进的养殖

场逐年扩大，发展至今拥有23个养
殖场，山寮鸡存栏量达4万余只。然
而，张昌进没有满足，主动前往广东
学习孵化技术，并聘请了一位专业孵
化技术员，计划将养殖产业链延伸至
孵化。

去年 10 月，张昌进投资 40 余
万元，在澄迈永发镇建起了孵化
场，自主孵化鸡苗。文儒镇委、镇
政府将澄迈文儒梦之缘家禽养殖
专业合作社设为山寮鸡养殖示范
点，并投入69万元扶贫专项资金入
股合作社，预计可使860余户贫困
户受益。

“今年还想建屠宰加工场、打包，
争取做完整产业链，带动更多农户增
收。”张昌进这样说。

（本报金江1月2日电）

澄迈文儒镇张昌进创业养鸡，办起孵化场，并计划建屠宰加工场等

养鸡“孵”出产业链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张仁圣

1月1日清晨，澄迈县桥头镇西岸村，一垄垄
绿色的地瓜藤长势正盛。村民王槐其弯着腰在田
地里察看地瓜结果情况。

“我平时在村里的地瓜基地上班，一个月有
3000多元收入。另外，我还在自家耕地里也试种
了7亩地瓜。”王槐其说，不仅如此，他的妻子也经
常在地瓜基地当临时工，一天有120元收入。此
外，他们家还养了蚕，种了15亩荔枝、4亩青椒。

王槐其是桥头镇西岸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往
夫妻二人缺乏种养技术，即使勤做细耕，生活依然穷
困。如今，既在家门口干活，又发展其他种养产业，
收入来源多了，王槐其一家也脱了贫。“这一切得感
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帮助。”王槐其说。

自2019年乡村振兴工作队进驻西岸村以来，
队长罗林源及队员积极帮助西岸村谋划村集体产
业，并多次请来种养专家、技术员给村民们培训。

去年4月，乡村振兴工作队指导党员干部成
立桥头福旺种桑养蚕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发展养蚕，共吸纳西岸村21户
贫困户85人加入。

“养蚕收益快，15天蚕就可以吐丝，桑苗种40
天可以采摘桑叶。目前已经养了6批蚕，收益2万
多元。”西岸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郑其巧说，乡村振
兴工作队从临高县请来养蚕技术员给农户们培训。

西岸村沙土多，土壤贫瘠且村内有1000多亩
坡地和一些撂荒地，土地资源利用率不高。乡村
振兴工作队员及村党员干部先后带领90多名村
民前往乐东黎族自治县和文昌市学习哈密瓜和矮
种椰子种植技术。

去年9月，乡村振兴工作队又邀请了浙江一
家公司到西岸村考察村民闲置土地，以发展种植
业。该公司将村内的撂荒地、坡地进行重新改良
并打水井利用地下水进行灌溉，共种植了600多
亩地瓜。村民们不仅可以收取地租，还能通过在
地瓜基地上班、当临时工增加收入。乡村振兴工
作队还与该公司达成协议，免费对有意向种植地
瓜的农户进行新技术培训和指导。

与此同时，乡村振兴工作队还邀请一家海口
培训学校的老师给村民们开展了为期18天的糕
点制作培训。

“只有让村民学到真技术、真本领，激发他们
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才能把村集体产业做大做
强，实现乡村振兴。”罗林源说。

（本报金江1月2日电）

澄迈桥头镇西岸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请专家培训村民养蚕、种瓜等技术

村民学到真本事
乡村振兴动能足

澄迈富力·红树湾举行
红树林种植及灰雁捐赠仪式

本报金江1月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1月1日，澄迈县富力·红树湾发起主题为

“爱世界的你更美”的红树林种植及灰雁捐赠仪
式，为守护红树林贡献力量。

活动现场，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进行了
捐赠灰雁仪式。富力·红树湾相关负责人将2只
灰雁捐赠给澄迈县林业局，随后放养在红树林。
据介绍，在中国，灰雁由于过度狩猎和越冬环境
恶化，种群数量下降很大，灰雁已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鸟类红皮书。

此次捐赠的灰雁在日前南迁过程中受伤，误
落至富力·红树湾业主付红霞家。付红霞第一时
间联系富力对灰雁进行救治。

当天，与会成员还前往湿地公园种植区，领取
红树苗，踊跃参与植树。

澄迈县开展娱乐场所
联合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咸瑜）日前，
澄迈县旅文局联合县市监局、旅游、公安等部门对
娱乐场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检查组兵分两路先后深入爱丽KTV、未来酒
吧、宝华KTV、千秋国际影城、潮歌KTV、华声网
吧等人流密集的娱乐场所进行执法检查，重点检
查了各娱乐场所的营业许可证、是否接纳未成年
人、曲库内是否含有禁止播放内容、消防安全、食
品安全、控烟以及消防、禁毒巡查登记簿等内容，
同时督促各经营场所在醒目的地方张贴禁毒、扫
黑除恶、控烟等宣传海报。

通过联合检查，进一步规范了文化市场经营
行为，确保节日期间文化市场安全稳定。

“前几天刚卖一批
白菜赚了4000多元，今
天最后一批卖完改种皇
帝菜，还能再赚1000多
元。现在种菜比在外务
工挣得多。”2019年 12
月31日15时许，在澄迈
县桥头镇文昌村的一处
菜地里，村民符龙基一
边和妻子忙碌着，一边
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

在符龙基的菜地
里，除了白菜，还有蒜
苗、皇帝菜以及刚出土
的菠菜苗。

桥头镇是澄迈“菜
篮子”基地，菜品销往海
口及澄迈周边市县菜市
场。目前，桥头镇叶菜
种植面积达 4000 余
亩。像符龙基一样通过
种植叶菜脱贫致富的贫
困户有60余户。

桥头镇叶菜种植产
业的发展是澄迈产业扶
贫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澄迈县各乡镇把产
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来
抓，因地制宜，努力探索
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
扶贫新路径、新模式。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澄迈举办返乡创业企业
经营交流会

本报金江1月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1月1日，澄迈县创业大学生齐聚澄迈才
存共享农庄，举行返乡创业企业经营交流会。

会上，来自澄迈各行各业的返乡创业大学生结
合企业现状，分享各自企业在新一年的发展目标，并
围绕企业股权管理、团队、融资渠道、市场销售等建设
以及法律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专题分享与自由交流。

同时现场还举办才存农庄新能源充电桩合作
签约仪式。才存共享农庄携手海南骏裕达新能源，
启动新能源示范村建设新起点，通过绿色出行，绿
色发展，助力返乡创业企业升级发展和乡村振兴。

澄迈青年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澄迈永发牧
流合作社负责人吴一凡表示，2020年将积极发挥
青创协会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凝聚广大会员力
量，助力澄迈乡村振兴发展。

2019年12月31日，澄迈县桥头镇武田村种养合作社社员们在采收菜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叶上荣 摄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叶上荣 桥头镇下辖8个村委会，除沙土

村和西岸村种植地瓜外，其余村庄大
多种植叶菜。近年来，桥头镇政府不
断夯实脱贫致富路，鼓励村民们因地
制宜发展壮大叶菜种植产业。

“这个季节青菜售价最低每斤
2.5元，一些海口和澄迈县城的菜商
晚上9时左右会把车开到地头来收
菜，由于供不应求，菜商来晚了还会
出现收不到菜的情况。”桥头镇美位
村村民王光德说。

王光德家的8亩菜地，半边是绿

油油的皇帝菜，半边是大白菜和青
菜。“一个人忙不来，只好请了4名女
帮工。趁着最近几天菜价高，早卖早
收益，争取赶在今年春节前再播种一
轮青菜。”王光德说。

站在王光德菜地旁向村庄放眼
望去，成片的方形菜地里种着蒜苗、
辣椒、白菜、皇帝菜……好一幅色彩
斑斓的田园画。

“蔬菜品种多，土壤富硒，水质
好，种出的菜清甜可口，营养价值高，
深受菜商青睐。”桥头镇政府有关负

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桥头叶菜的
优良品质吸引不少周边市县菜商主
动来到田间地头进行交易，因此村民
种菜积极性都很高。

据介绍，近年来，澄迈县委县政
府、桥头镇委镇政府贴心帮扶，因势利
导，不断加大资金补贴投入力度，也是
菜农种植热情高涨另一重要因素。

2017年，澄迈县政府给桥头镇
菜农的补助资金每亩达500元；桥头
镇委镇政府每季度组织农户参加生
产技术培训，为实现精准脱贫，还积

极召集贫困户参加每周的电视扶贫
夜校，并因户施策，把技术员请到田
间地头给贫困户现场指导；同时将水
泥路修到田间、电线拉到地头，以方
便村民种菜和交易。

“以前是用牛耕地，挑水浇菜，如
今路通、电通、水通，机械化种菜，轻
松、效率高，越干越有劲。”桥头镇善
丰村脱贫户吴德龙说，2018年他家
在帮扶责任人的指导下，发展种菜产
业，并通过政府危房改造，一年后脱
贫并住进了新房。

相对于桥头镇靠海优越的地理位
置，有深厚的产业发展基础以及贫困
户较少的情况，地理位置较偏、产业发
展滞后的贫困村澄迈金江镇道南村又
以何种模式发展产业脱贫？

“老一辈的初心和使命，我们今
天仍要坚守。”道南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能说，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道南
村，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因此要
通过加强党建，增强道南村党支部的
战斗力，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带领乡亲们走上脱贫致富的小
康之路。

2017年初，道南村成立群富农
民种养合作社，以“党支部+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发展芋头产业，由道南
村党支部书记冯志委担任合作社社
长，统筹管理合作社事务。

道南村党支部一方面积极吸纳
该村所有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以订
单保底价收购的方式调动贫困户参
与芋头种植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

本村的芋头注册商标，举办产品宣
传推介会，发布“道南福芋”宣传标
识和统一包装标识，并上架海南爱
心扶贫网销售。

“上市不到10天，就收到近1.5
万斤芋头的网上订单。”冯志委说，目
前“道南福芋”种植面积近600亩，其
中贫困户种植143.6亩，已成为当地
重要的扶贫产业，为37户贫困户每
户年均增收8400余元。

除此之外，道南村还探索多种产

业为贫困户增收。2017年底，道南
村以100万元扶贫资金入股澄迈县
城乡发展投资公司，按协议每年分红
10万元，其中5万元直接用于贫困户
分红，3万元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资
金，剩余2万元用于村合作社的运营
与管理。

道南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发展，
使扶贫产业旺、农户增收渠道增多。
2018年，道南村顺利实现了整村脱
贫。

2016年，澄迈县永发镇委、镇政
府面临困难局面：镇里产业发展程度
低，市场小，更没有“能人”引领，产业
扶贫探索举步维艰。

正在这时候，已在永发镇永灵村
小有名气的养鸡大户黄衍旭，办起自
动化生产线，并成立澄迈衍旭种养专
业合作社，带领5户入社农户开始养
鸡。2017年，永发镇委、镇政府向该

合作社累计投入76万元扶贫资金，
并引导其注册“永灵福”品牌，以“基
地+合作社”的模式打造澄迈永灵福
鸡养殖产业扶贫项目，带动当地农户
养鸡脱贫。

“我们提供养殖技术、销售渠道，
借启动资金，农户只要安心养鸡就可
以了。”黄衍旭介绍，从启动资金到养
殖所需的饲料、药品，再到销售，合作

社提供“一条龙服务”，养殖户只需购
买统一孵化的鸡苗，提供场地和人
力，安心养出好鸡。

2019年初，合作社申请207万
元政府贴息贷款，在永发镇大山村
租赁 100 亩土地，继续扩大规模。
该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将建
设10栋鸡舍，可养15万只种鸡，年
产一千万羽鸡苗；二期将建设育肥

基地。养殖场建成后，可以为当地
带来80个就业岗位。此外，合作社
还将在此地尝试繁育种鹅，解决当
地种鹅缺乏的问题。

“我的产业不断壮大，离不开
政府一直以来的支持，我有义务带
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黄衍旭
说。

（本报金江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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