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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动“春风行动”活动

25名脱贫村民外出打工
本报临城3月11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逵）3月9日，临高县启动2020年“春风行动”活
动，57名农民工乘专车前往万宁务工。

当天中午，57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集中登记
信息、测量体温，领取免费的口罩，扫描健康码后
集中登上企业专车前往位于万宁市的海南口味王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务工。据了解，首批输送的57
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有脱贫村民25人。

临高县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农
民工到口味王公司务工，生手每月工资3000元，
熟练工工资可达每月6000元左右。

据介绍，接下来临高还将组织第二、第三批农
民工出门务工。当地农民工只要有意愿务工，临
高就业部门都会提供相关帮助。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要不是有乡村振兴工作队帮
助，现在我的损失可就大了。”3月10
日，定安县翰林镇火星村村民王朝大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他养的鸡和丰收的大米没办法
及时销售出去，乡村振兴工作队及时
解决了他遇到的滞销难题。

王朝大曾是村里的贫困人口，在
村干部的帮助下发展养鸡产业脱了
贫。今年春节期间，原本应该往外销
售的活鸡，受疫情影响滞销。“多养一
天就会增加一天的成本，也没有资金

买饲料了。”王朝大一度发愁。
在一次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上

门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的间隙里，王朝
大向工作队反映了自己遇到的问
题。“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工作
队员对他承诺。

队员的承诺很快兑现。第二天，
王朝大就接到了驻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叶泽波的电话。叶泽波说，已
经有海口的爱心市民订购了王朝大
的鸡。

原来，在了解到村里农产品出现
滞销的情况后，叶泽波多渠道想办法，
当起了网络推销员，带着其他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在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
发布火星村滞销农产品信息。

这已经不是叶泽波第一次当网
络推销员。去年驻村以来，叶泽波多
次在网上给火星村的农产品找销
路。火星村的农产品品质好，也积累
了一定的口碑。

疫情期间，叶泽波编辑的滞销农
产品信息一发出，很快就接到订单。

“有时候，我们村的农产品供不应
求。”叶泽波说。

订单有了，农产品在交通受阻的
情况下怎么运出去又成了问题。叶
泽波和其他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又

当义务配送员，一件件将农产品从村
里配送到终端消费者手中。

叶泽波的派出单位是琼台师范
学院，依托该校教职工家庭生活需求
和食堂需求量大的优势，他还主动将
农产品送上门去，解决了多位村民农
产品滞销的难题。

疫情发生以来，火星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已销售配送60只活鸡、120斤
花生油、1200斤富硒大米。同时，该
乡村振兴工作队还与中国工商银行
定安县支行职工食堂建立了农产品
供应关系，为火星村的农产品销售开
辟新渠道。 （本报定城3月11日电）

定安火星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变身推销员、配送员帮脱贫户卖农产品

“双帮”工作队 热心解难题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今天要巡山到晚上才能回来，
明后天还得抽时间给咱家那些新种
的咖啡苗和菠萝蜜苗施肥呢。”3月
10日 7时许，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
开乡生态移民村银坡村，薄雾笼罩
着山林，20栋两层民居错落有致，村
民符金海起了个大早，喊上同村的
几名护林员，一行人结伴骑着摩托
车往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山
深处驶去。

“3年前，咱村30余户从高峰村
搬到银坡村来，其中13名青壮年当
上了护林员，每月工资有2000元左
右。”同是护林员的银坡村村民符国
华当天轮休，目送符金海等人走后，

他跟来采访的海南日报记者聊起那
段难忘的“搬家”往事。南开乡高峰
村位于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
地，是白沙最为偏远的村庄，这里原
本居住着130多户农户。直至2015
年，该村的道银、坡告两个村民小组
还不通水电，不少村民住着泥土屋或
铁皮屋。连绵群山犹如一道道屏障，
将高峰村与外界隔绝开来，村民从这
里骑摩托到白沙县城，即使车技娴
熟，也要花上近3个小时。

只有搬出“穷山窝”，才能过上好
生活。应群众所盼，2015年底，《白
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道银、坡告村民
小组生态扶贫移民实施方案》出台，
确定了“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和区
域生态修复双赢”的总体目标，选址

距白沙县城仅 10多公里的一片区
域建设海南首个生态移民村银坡
村。2017年元旦，银坡村如期建成，
高峰村道银、坡告两个村民小组共30
余户农户搬到了新址，住上了两层新
楼房。

搬迁后，政府加大产业帮扶力
度，助银坡村村民致富。“政府给每
人补偿 10亩可开割的橡胶林兑现
了，我家4口人有40亩，共有1500
多株，勤快的话，一年割胶收入几万
元没问题。”符国华介绍，搬到新村
后，每位村民每年能领到好几百元
的生态补偿款，还有百香果基地的
分红，日子越过越好。此外，白沙有
关部门还积极协调周边乡镇将产业
扶贫资金入股银坡村种养专业合作

社，帮助该村发展百香果产业。目
前，银坡村有10多名妇女在百香果
基地务工。

搬出大山3年多时间，村民们眼
界变宽了，发展特色产业的劲头很
足。目前，仅30余户的银坡村涌现
多名致富带头人。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符国华积极发挥“双带”作用，带
领村民在村外租地种植秋葵、龙须
菜。符金海盘活近20亩荒地，发展
咖啡、菠罗蜜等产业。村民符金城种
了约20亩水果椰子。

“咱从大山里搬出来，住进新
楼房，现在要加把劲发家致富，把
日子越过越红火。”符国华语气坚
定地说。

（本报牙叉3月11日电）

白沙生态移民村银坡村大力发展百香果、秋葵、菠萝蜜等产业

搬迁脱贫后，发展产业再上一层楼
海口群丰村驻村干部
录制小视频推销空心菜

50吨菜 3天抢光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孙婷婷

“你看我们村的空心菜又绿又嫩，
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近日，一条推
销空心菜的小视频在海口市龙华区新
坡镇居民的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不断
被转发。从3月9日该视频发布起，
仅3天时间，50吨空心菜已被抢光。

视频中的主人公是新坡镇群丰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周运能。他表
示:“之所以制作小视频，是想借此提
高群丰空心菜的知名度，推介新坡特
色农产品，帮助村民打开销路，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

群丰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张林
是这条小视频的制作者。“群丰村土壤
肥沃、水源充足，非常适合种植空心
菜，村民家家户户种，往年销路都很
好。”张林介绍，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
以来，很多饭店不开门，蔬菜收购商也
少了，导致村民种植的空心菜一度无
人问津，价格低迷，1块钱就能买到一
大把，好多菜烂在地里。为帮助农户
卖菜，群丰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利用微
信、抖音等平台，宣传推销当地农户种
植的蔬菜。

在抖音上看到群丰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发的小视频后，海口市民吴莉莉
下单买了3斤空心菜。“品质好、新鲜
是群丰空心菜的最大卖点。”在吴莉莉
看来，制作小视频卖菜，创新了卖菜模
式，帮助了农民也方便了市民。

据了解，该条小视频发布后，群丰
村的空心菜订单不断。“没想到这种通
过小视频推销的方式效果这么好，下
一步我们计划把村里其他优质蔬菜水
果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进行宣传，帮
助农民增收。”张林说。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

儋州举办“春风行动”招聘会

249名脱贫村民找到东家
本报那大3月1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羊文彪）3月11日，2020年儋州市“春
风行动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中北部专场招聘会在
该市木棠镇举行。招聘会上22家企业提供2221个
岗位，涉及建筑、物业管理等多个领域。共有288人
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其中脱贫村民249人。

在招聘现场，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给每位入场求职者测量体温、酒精消毒。“听说镇
里举办招聘会，我就过来看看有没有离家近一点
的保安工作。”木棠镇美龙村的王少山是一名返乡
务工人员，受疫情影响，他已经在家待工一段时
间。经过面试，他与儋州伟达化工有限公司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渠道对贫困村
民、脱贫村民的就业意愿进行摸底调查，为贫困村
民、脱贫村民推荐工作，并择机举办招聘会。除了
线下招聘会，儋州近期还将举办网上招聘会，打造

“互联网+线下招聘会”相结合的就业服务模式，
提升贫困村民、脱贫村民返岗率。

三亚抱前村村民采摘红掌销往各地

田间发单忙 增收动力足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通讯员 符巧莹

“大家加把劲摘，马上就要装车咯！”3月11日
8时许，海南唐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彦
瑾站在红艳艳的红掌花丛中为村民们打气，包装
声、卡车的轰隆声交织，打破了三亚市天涯区抱前
村的宁静。陈彦瑾所负责管理运营的扶贫项目
——红掌扶贫产业基地刚接到2000多枝红掌订
单，买方来自港澳地区。当天一大早，他与20多
名当地村民来到农田里查看红掌长势，精挑细选
品相好的花枝，打包装车。

红掌扶贫产业基地是天涯区重点扶贫产业项
目之一，项目建设面积约70亩，总投资1525万
元。天涯区结合抱前村资源优势，推广红掌种植
技术，通过“村集体+公司+农户”模式，带动农户
通过出租土地、务工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该项
目自2018年运营至今，累计招聘周边贫困村民
33人次，累计发放工资54万元。

然而，今年的疫情给抱前村农业生产带来严
重影响。“前段时间，交通运输不畅，田里的红掌运
不出去，眼看红掌慢慢蔫了，心里特别着急。”抱前
村村民麦其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天涯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在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一方面通过线上平台帮助农
户销售农产品，为农产品运输车辆开具绿色通
行证，保障农产品流通；另一方面协调企业收购
当地农产品，加强农产品宣传，争取更多农产品
订单。

“疫情期间，我们积极拓展日本等海外市
场，主动对接优质商家，本月初开始陆续接到岛
外订单，目前已收到5000多枝红掌的订单，下
星期还有红掌要发货。”陈彦瑾介绍，海南自然
条件独特，具有发展红掌产业的先天优势，红掌
生长周期短，非常适合用于插花、观赏。抱前村
种植的红掌市场口碑好，红掌已成为该村的一
个特色产业。

“现在红掌订单渐渐多了，我们要加倍努力投
入到农业生产中，争取早日发家致富。”麦其清说。

（本报三亚3月11日电）

阿里邀请农业专家
为海南贵妃芒“代言”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傅人意）从3月
10日起，阿里巴巴旗下聚划算平台上线“院士助
农”专场，邀请国内农产品专家为全国农产品“代
言”。贵妃芒作为海南农产品的代表，得到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专家詹儒林的大力推介。

海南贵妃芒是海南芒果中的高端品种。多年
来，海南贵妃芒也是阿里巴巴平台上最受消费者
欢迎的农产品之一。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
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海
南也不例外。过去的一个月，阿里爱心助农项目
已帮助海南种植户销售凤梨等农产品超过1万
吨。为进一步解决海南贵妃芒的销售问题，阿里
巴巴聚划算平台联手农业专家在该平台上推出
此次活动。

据聚划算相关负责人透露，最近几天，网友只
需在淘宝网搜索“卖空助农”便可直达海南贵妃芒
的销售会场。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 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位于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的一个辣
椒种植基地看到，红彤彤、黄澄澄的辣
椒缀满枝头，几位村民戴着口罩俯下
身，穿梭在田畴间摘辣椒。“最近辣椒运
销渠道逐步恢复，得抓紧时间把熟透了
的辣椒采摘打包。”跟村民再三叮嘱后，
岭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曹文超踏
上田埂，往村里的生猪养殖基地赶去。

忙碌的不仅是曹文超。自2018年
底实现整村脱贫出列以来，岭门村的帮
扶干部、脱贫户们干劲不松，继续发力
发展产业，探索建立脱贫长效机制。

创新机制
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驱车行驶至海榆中线湾岭段，下

高速后穿过一片田垄山林，尽头便是
岭门村。岭门村脱贫户何国雄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村里山林坡地多，适合发
展养殖产业。这几年不少村民和他一
样，通过养羊、养猪摘掉了穷帽子。

“可这种零散养殖模式难以抵御
市场风险，抱团发展才是长久之计。”
曹文超介绍，考虑到这一点后，岭门村
整合帮扶单位、镇政府等方面的资金
共200万元，于2018年7月建起一处
规范化生猪养殖基地，同时与海南农
垦畜牧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由其提供
猪苗、饲料、技术、收购等一条龙服
务。该村30余户脱贫户入股生猪养殖
基地。

为了提高脱贫户的生产积极
性，岭门村生猪养殖基地建立“保底
分红+务工（奖励）分红”的利益分配
机制，确保多劳者多得。“有时候同
一批生猪出栏，有村民领到3000多

元分红，有的村民只领到 300 多元
分红，看到差距，分红少的村民会努
力加油干。”在曹文超看来，这种差
异化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了村民们
的生产积极性、自主性，让大伙的干
劲越来越足。

记者了解到，除了传统种养产
业，岭门村还动员村民抱团发展原生
态跑步鸡等养殖业，形成长短结合的
产业发展模式。2019年，岭门村村
集体收入突破12万元，较2018年翻
了近一番。

整合荒地
盘活村庄“沉睡资源”

看着一车车岭门特色农产品畅销
岛内外，岭门村的驻村干部又将目光
转向了村里的一片片荒地。“早些年村
民们嫌种水稻挣不了钱，地荒了近十

年。”曹文超介绍，经粗略统计，岭门村
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有抛荒地近两
千亩，如何盘活闲置土地成了摆在他
们面前的一道新难题。

赴多地考察后，岭门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最终决定先行整合岭门村下辖
3个村民小组60余户农户的闲置荒
地共计230亩，于2019年10月建成
一个辣椒种植示范基地。

将自家的 14.63 亩抛荒地流转
后，岭门村村民陆世勋不仅拿到了每
亩每年400元的土地租金。他在辣椒
种植示范基地浇水、施肥、采摘，还能
获得每天130元到150元不等的务工
收入。

“村里引进了专业公司负责辣椒
种植的技术指导、销售与管理，我们只
管安心劳作就行。”陆世勋说，种辣椒
4个月就能收获，采收完辣椒他还能
在地里种上一茬红米，多一份收入。

记者了解到，岭门村引进种植
的辣椒品种较为独特，在省外有固
定的销售渠道，不愁销路。“哪怕是
这次遭遇了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不
畅、市场暂时关闭的窘境，我们也很
快与海口多家超市达成了合作协
议，辣椒实现就近消化。”曹文超透
露，等疫情结束后，岭门村将逐步整
合村里剩余的抛荒地，发展壮大辣
椒种植产业。

不仅是荒地复垦，随着海南“田字
型”高速公路网的建成，岭门村正准备
唤醒更多村庄的“沉睡资源”，为村庄
发展插上“翅膀”。

“我们请专家为岭门村制定了村
貌改造提升方案，希望通过做好架构
设计，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通过

‘内外兼修’让岭门村美起来、富起
来。”曹文超表示。

（本报营根3月11日电）

琼中岭门村整合资金、盘活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抱团”兴产业 脱贫劲不松

近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镇墟附近的一个收购点，收购商忙着将刚收来的苦瓜装箱销往省内外。据了解，
目前海口蔬菜销售渠道基本恢复，多种蔬菜收购价回升至往年同期水平。 本报记者 张茂 摄抢运蔬菜保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