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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

建立健全贫困监测
和动态帮扶机制

本报临城3月12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婧）3月11日上午，临高县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召开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大会，对今年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动员全县上下统一思想、
奋勇拼搏，在临高脱贫摘帽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一
鼓作气，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临高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做
好全县复工复产工作；要继续聚焦“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工作开展排查；要建立健全贫困监测机制
和动态帮扶机制，切实做到精准帮扶；要开展产业
扶贫专项行动，提高产业扶贫成效；要开展就业扶
贫专项行动，增加群众就业收入；要落实兜底保障
政策实施，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开展扶贫
领域作风整治，加强作风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要补齐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让经济发展
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将扶贫开发和乡村振
兴相结合，制定战略目标，明确关系和职责，完善
工作方法。

部署脱贫攻坚

琼海：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贫困户加大帮扶力度

本报嘉积3月12日电（记者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海南日报记者从3月11日召开的琼海市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中获悉，截至
2019年底，琼海4779户1.8037万名贫困人口和
5个整村推进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退出。会议还
全面部署了琼海2020年脱贫攻坚重点工作。

为全力消除疫情对脱贫攻坚成效的影响，琼海
将认真落实好省“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
施和琼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30项工作
部署，对排查出受疫情影响严重、存在返贫风险的贫
困户要制定针对性帮扶措施，加大帮扶力度。

同时，琼海将聚焦更高质量的“两不愁三保
障”及饮水安全保障，积极开展“两不愁三保障”及
饮水安全保障查漏补缺工作；将继续在壮大帮扶产
业规模、培育品牌方面发力，全力推动扶贫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等各类带贫主体全面实现复工复
产；将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早谋
划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的发展思路，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体系平稳转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三亚天涯区补贴瓜菜运销车辆

“政策礼包”惠农促销
本报三亚3月12日电（记者林诗婷）疫情防

控期间，三亚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工作，推出“政策
礼包”助农增收。海南日报记者3月11日从三亚
市天涯区获悉，该区积极做好“三农”领域“一抗三
保”工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对瓜菜运销车辆进行
补贴，切实保障农产品正常的流通秩序。

据悉，天涯区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冬季瓜菜销售运输实施方案》，对农户自行运
输冬季瓜菜至崖州区果蔬综合批发市场销售的车
辆运输费用进行补贴。自2月17日启动方案以
来，天涯区农业农村局登记车辆814车次，累计运
输瓜菜约586.8吨，累计补贴金额达8.7万元。

疫情发生以来，天涯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抓好农产品收成、销售、运输等工作，促进
农民增收，保障民生福祉。其中，该区积极组织企
业深入各村（居）收购瓜菜，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
道；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实行片区分管责任制，将
全区46名安监员安排至各个片区进行监管，加强
对农药店、种植企业的监管；为农产品运输车辆开
具绿色通行证，切实保障农产品正常的流通秩序。

琼海落实水产业应急补贴政策

助养殖户增收222万元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吴育妹 实习生

陈宋釜）为维护水产业稳定发展，助力养殖户增产
增收，连日来，琼海市农业农村局派员深入各镇区
全面摸排，落实水产品采购收储应急补贴政策，有
效解决该市水产品压塘问题。

在琼海市塔洋镇裕山村村民何天军的罗非鱼
养殖基地，收购商正在收购2万斤罗非鱼。据何
天军介绍，今年他养殖罗非鱼300亩，产量120万
斤，受疫情影响，罗非鱼出现滞销。自3月初当地
政府出台水产品采购收储应急补贴方案后，相关
职能部门干部积极引导收购商上门收购罗非鱼，
价格维持在3.5元每斤，令他倍感暖心。

截至目前，琼海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已先
后深入潭门、博鳌、长坡等镇区开展压塘水产品摸
排核实工作，并帮助养殖户销售压塘罗非鱼250
吨，对虾13吨，带来直接经济收入约222万元。

琼海市水产技术研究推广站站长卢家书表
示，为解决琼海水产品压塘滞销问题，下一步还要
继续落实应急补贴政策，加派人手对各个收购的
养殖现场进行登记核查，让每户养殖户的水产品
都能够卖出去，做到不漏一户，促进养殖户增收。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 黎经璇

3月12日，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
花开正艳，该镇永东村一个农家小果
园内，脱贫户王焕祥正在逐一察看蜜
蜂箱，准备收集酿出的蜂蜜。

龙桥镇扶贫办主任林德强介
绍，王焕祥家共有8口人，于2014年
被龙桥镇政府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几年来，通过发展庭院经济，种
植百香果、养猪、养鸡等，王焕祥一
家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于2016年12

月脱贫。
2019年12月，在龙桥镇政府的

指导下，王焕祥继续拓展产业，开始
养蜂酿蜜。“我是第一次养蜂，刚开始
没经验，所以不敢养太多。打算先养
5箱试试，如果效果好再加大养殖
量。”王焕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仅仅
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养的蜜蜂就开始
陆续酿蜜了，而首批收成的蜂蜜竟有
40余斤，远超预期，让王焕祥一家兴
奋不已。

首次尝试，蜂蜜就有了不错的
收成，这让王焕祥下定决心扩大养

蜂规模。1月底，王焕祥加大养殖
量，一次性购买了55箱种蜂。“现在，
我掌握了养蜂技术，有信心把蜜蜂
养好。而且现在是春天，百花盛开，
花粉很足，这时候产出的蜜又香又
甜。”王焕祥笑着说。

据悉，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为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龙桥
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
主动谋划制定抗疫情、保增收措施。

“我们根据当地脱贫户的意愿、自身
技术优势结合本地特点，组织部分脱
贫户代表到该镇永东村种蜂基地选

购了86箱优质种蜂，并于2月中旬分
发给了27户脱贫户。”龙桥镇副镇长
吴育健表示，目前这27户脱贫户养
的种蜂都已经酿出第一批蜂蜜。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更多脱贫户
中进行推广，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并
为脱贫户提供专业指导咨询服务，主
动对接市场保证蜂蜜销路顺畅。”吴
育健说道，“希望能够通过蜜蜂养殖
让脱贫户不仅能脱贫，更能致富，同
时也将其打造成龙桥镇的优质农产
品品牌。”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

海口龙桥镇将优质种蜂分发给27户脱贫户，酿出首批蜂蜜

脱贫来养蜂 致富有“蜜诀”

海南电网助白沙南达村
贫困户销售农产品

帮扶不松劲
致富有奔头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朱玉）3月12日，白沙黎族
自治县打安镇南达村种植户田树贤在
整地备耕，近日与海口一家企业签下
1500斤紫玉淮山订单的他心情大好。

“去年种的淮山除了少量留作种
苗，其它都已预售完毕，心里踏实了，
得抓紧开展今年的种植。”田树贤说。

2019年以来，在定点帮扶单位南
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驻地党委和政
府的合力帮扶下，美丽乡村、光伏发
电、饮水工程、路灯“光亮工程”“厕所
革命”、厨房建设、入户路建设及消费
扶贫、“南网南达奖学助学金”、庭院经
济等项目陆续在南达村开花结果，“南
高岭百花蜜”、紫玉淮山等特色产业也
在全国打响了名头。

今年1月初，田树贤种植的紫玉
淮山大面积采挖上市，总收成3万余
斤。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行情
一度低迷。南达村第一书记、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驻村干部郑德怀和驻
村队员们为打开滞销局面，将紫玉淮
山信息发至各媒体平台，并牵头对接
定点帮扶单位，点对点直供运输。

据统计，疫情防控期间，海南电网
帮助销售贫困户滞销淮山、蜂蜜等农产
品价值近7万元，解了贫困户燃眉之急。

“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是在严格
防控疫情的同时，巩固脱贫成果，打造
美丽乡村，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努力奔
小康。”郑德怀对打赢防疫脱贫两场硬
仗充满信心。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林晓君

3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行
驶在海南盛产茶叶的五指山、白沙等
市县，看到沿途生态茶园郁郁葱葱，
茶农们正马不停蹄地忙着采摘春茶。

“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线下销售
有所影响，多家合作门店的销售额不
高，茶园现场销售点也鲜见游客。”白
沙五里路有机茶园负责人王见君道
出茶市交易低迷现状，但又话锋一
转：“好在企业线上销售逆市上涨了六
七成，还对接上一大批新客商。”

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玉佳也告诉记者，他们的茶叶线
上销售业绩十分喜人，基本可以弥补
线下销售的缺口。此外，五指山红茶
也在借力电商，不断销往省内外。

疫情之下海南茶叶为何能在线
上畅销？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得益于
海南茶叶的优秀品质。

拥有绝佳的自然地理环境，多年
来始终坚持生态种植方式，让产自海
南中部山区的白沙绿茶、五指山红
茶品质出众，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积攒了大批忠实客户。

“近年来，我们充分利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会
等国际平台，努力做好五指山红茶推
广工作，寻求在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
深化与岛内外茶业界的交流与合作，
提高了五指山红茶的市场竞争力。”
五指山市茶叶协会会长郑丽娟介绍，
再加上此前五指山红茶的公益公告
在央视各大频道黄金时段轮流播放，
进一步提升了五指山红茶的知名度。

白沙绿茶也通过加强品牌化建
设，积极探索“产销一条龙、茶旅一体
化”的经营新路子，不断开发新客源。

在王见君看来，消费者的“粘度”
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疫情影响。目
前，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正与海口电
商企业合作成立五里路有机茶电商
事业部，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为助力茶企拓展线上销售，我
们还出台了优惠政策，茶企与邮政部
门签订合同，即可享受运费减免。”五
指山市水满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鲜叶增多、产能恢复，当地茶企
转变思路转战电商平台，正努力变茶
叶“存量”为“销量”。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

依托品牌优势，海南茶叶线上交易业绩超往年

化“危”为“机”逆势而上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邹永晖
特约记者 林东

3月12日凌晨4时30分，海南日
报记者驱车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
镇志强村田洋。放眼望去，50亩毛豆
地里灯影闪烁，每一盏灯光下都是一
位忙碌采摘的农民，总共约有几十人。

“凌晨1时起床，洗漱后就过来
了，要一直采摘到7时。”志强村村民
张亚军裹着头巾，头戴电筒，一双手在
豆秆间麻利穿梭翻动。与张亚军一同
前来采摘毛豆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
个女儿，一家人一个晚上采摘了2000
余斤，获得了1200元收入。

乐东是我省农业大县，毛豆是该
县蔬菜品牌之一，畅销全国。眼下，正
是毛豆成熟收获期。为躲避骄阳的炙
烤，更主要是避免摘下来的毛豆遭阳
光暴晒减少水分，影响品质，农民们要
在田间地头通宵达旦采摘毛豆，形成
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毛豆地的热闹不仅在凌晨。每
天15时左右，农民们会陆续来到毛
豆地，各自“圈”一片毛豆，摘去豆秆
上的叶子，是为“打叶”。“打叶”的工
序一直要持续到 19时。“先把豆秆
上的叶子都‘打’掉，摘豆就方便了，
用手一撸，就可以把豆秆上的果实
全部摘下，效率提高很多。”农户张

亚芳说。
“轰隆隆……”12日6时30分左

右，几辆农用车的马达声在志强村田
洋中响起。听到这声音，志强村脱贫
巩固户张亚那知道是采购商来了，他
加快了采摘速度，半个小时后，他把7
大袋毛豆扛到了农用车旁边。

这7大袋毛豆约550斤，是张亚
那9个小时的劳动成果，每斤工费0.6
元，他当场从绿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收购员手中领到330元。

得益于充足的阳光和丰富的热
量，乐东种植毛豆具有优越的自然条
件。此外，毛豆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口
感好，市场需求量大，这吸引了许多外

地客商到乐东发展毛豆产业。来自福
建的绿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绿
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最早发现乐东
毛豆产业商机的两家公司，经过10多
年稳步发展，2019年两家公司种植的
毛豆面积已达 5万多亩，平均亩产
1500斤。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全县毛豆种
植面积达 6万亩，总产量 4.5 万吨，
总产值 3.6 亿元，“毛豆产业能让农
民得到租地、务工、分红 3份收入，
是实实在在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好
产业。”

志强村脱贫巩固户张杰明是受益

者之一，他说：“我将家里的3亩多田
地租给公司种植毛豆，每亩半年有
900元收入；采摘季时，夫妻俩一天可
以采摘约500斤毛豆，有300多元收
入；作为贫困户，每年公司还会有分
红。”许多村民采摘完本村的毛豆，还
到其他需要劳动力的村去摘毛豆，有
的村民一家光摘毛豆的收入，几个月
下来就上万元。

清晨7时许，柔和的阳光洒落田
野，立在田地里的编织袋越来越多。
通宵辛苦劳作的农民，怀揣着挣来的
钱，满心欢喜地踏上了回家的路，准备
好好睡一觉，迎接下一轮采摘。

（本报抱由3月12日电）

乐东志仲镇农户通宵达旦采摘毛豆

一颗毛豆 三份收入 十分欢喜

临高农技人员每天蹲点农村，为农户春耕提供一站式、零距离、全方位服务

技术服务送田头 不误农时不误春

政策定向帮扶

本报临城3月12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吴晶）3月11日上午，在
临高县临城镇调俗万亩田洋，村民们
正在田地里进行整地、除草、插秧、施
肥等劳作，田洋里一派生机勃勃的繁
忙景象。

当前正是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临
高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王
光恩介绍：“入春以来我们每天蹲点农
村，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做好农业
生产，为农户春耕提供一站式、零距
离、全方位服务。”

临城镇调俗村委会乾彩村村民陈
秀武正按照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科
学栽植水稻和玉米。海南日报记者了
解到，调俗村委会村民通过流转土地
2000多亩用于种植麒麟西瓜、玉米、
蔬菜、水稻等农作物，促进农民增收。

临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
员也忙碌在田间地头。临高县农业农
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开
展春耕生产技术指导。他们通过发放
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围绕科学种
植、田间管理、施肥技术等内容，为农

户答疑解惑，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此外，临高县农技中心注重把好

科技关口，引导农民种植市场前景好、
高产优质高效的良种，并注重推广无
公害种植新方法，提高农产品的品质，
为农业生产高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叶上春蚕肥
百姓日子美

3月12日，在屯昌县西昌
镇更丰村的蚕房，村民们正在
为即将吐丝的蚕宝宝喂食。

更丰村曾是深度贫困村。
在政府帮扶下，更丰村委会在
2019年建立起120多亩的桑
树种植基地，免费为村民提供
蚕房，并成立养蚕互助合作社，
吸纳20户村民抱团养蚕。

目前，更丰村村民已经养
了 12批蚕宝宝，平均每批蚕
茧能为农户带来1200元的纯
收入。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