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看好大学生发展扶贫产
业，目前镇里已入股472万元扶贫资
金。”3月11日，在位于澄迈中兴镇群
麻村的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新建基地，澄迈县中兴镇政府相关
负责人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澄迈慧牛”是澄迈县返乡大学生
蔡於旭与其他7名返乡大学生打造的
本地小黄牛品牌。近年来，澄迈县委、
县政府十分重视大学生返乡创业，积
极扶持相关产业。在此情况下，这些
返乡大学生也积极参与扶贫。

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相
继在瑞溪镇、金江镇创办基地。去年7
月，蔡於旭计划在中兴镇新建一座养殖
基地。中兴镇委镇政府积极与其对
接。租地、供应水电，加快项目审批，

拨付扶贫资金……不足半年时间，一
座占地150余亩养殖基地投产运营，
500余头黄牛在宽敞的新牛舍育肥。

“前年分红17.56万元，去年分红
67万元，逐年增加，获益的村民将越
来越多。”蔡於旭的合伙人赖鹏介绍，
该合作社按比例进行对入股的贫困户
保底分红，此外对贫困劳动力进行技
能培训，安排他们在基地就业。目前，
合作社已经帮扶1078户4000余名贫
困户脱贫。

赖鹏还介绍，合作社逐渐延伸出
牧草种植、饲料生产、良种繁育、精深
加工、粪污利用、科技研发、市场营销
等于一体的产业链。今年将在种植
牧草和养殖两方面为农户提供技术
指导，为农户产业发展增添动力。

人才引领 | 产业扶贫有活力

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养牛基地，饲养员正在做清洁。

澄迈是全省瓜果菜主要集散地，
冬季瓜菜产销也是澄迈县农民增收
的重要途径。今年春季，何德信种的
4亩半白菜、辣椒、豆角陆续丰收。连
续一个多月，何德信像上了发条的机
器：每天凌晨4时起床采摘瓜菜，卖
完瓜菜就地在收购点打临工，时常忙
至深夜11时。在此期间，还需每日
两次在村庄河道、树林等处巡逻。

过去因为缺乏种养技术，再加
上孩子上学，家庭收入少，花销大，
何德信一家生活窘迫，被纳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后来，政府给他指派
了帮扶责任人，又多次组织他和其
他贫困户参与技术培训。“以前种
菜不懂技术，忙活几个月收成差，
人也容易泄气。”何德信说，通过积
极参加各类培训，有问题主动向专

家请教，他种菜的本领和收成也逐
步提高。

澄迈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澄迈县把提升农民文化和技能
摆在突出位置。2019年，澄迈县累计
举办创业培训、建筑工、挖掘机操作、家
务操持等技能培训62次，各类种植养
殖短期实用技术培训39次。正是因为
这些培训，何德信才逐渐掌握冬季瓜菜

种植、田间管理等技术，种上了“明白
菜”，此外还考取了开挖掘机的技术资
格证。

“有技术，就有底气，现在生活、
教育、医疗也不用愁。”何德信开心地
说，去冬今春瓜菜销售已经收入3万
多元，还剩8分田的豆角待采摘，等
待忙完这阵，他想装修房子，改善居
住条件。

扶志扶智 | 脱贫内生动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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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去年家里人均收入1.2
万元，今年扩种几亩瓜菜，再
找一份开挖掘机工作，收入
还能涨！”3月11日，迎着春
日暖阳，何德信使劲扛起一
大捆豇豆，走进瓜菜收购点，
尽管累得满脸通红，但说起
话来却底气十足。

底气，源自于收入提高，
生活变好。何德信是澄迈县
瑞溪镇瑞联村村民，2016
年，他家人均收入仅 2000
元，依靠种植冬季瓜菜及在
公益岗的工作，这几年收入
翻了几番。“从县领导到村一
级干部、帮扶责任人，经常上
门慰问，解决实际困难，我们
更要加油干。”如今，他的干
劲更足了。

去年以来，澄迈县委、县
政府以“背水一战”的决心，
全力以赴，以人才引领扶贫
产业发展，让脱贫见成效；注
重技能培训，扶志扶智，脱贫
内生动力大大增强。2019
年，澄迈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均纯收入 1.2 万元，比
2018年提高3000余元，全
县贫困人口1682人全部脱
贫，提前一年消除现行标准
下的绝对贫困，超额完成年
度减贫任务。如今，澄迈县
多措并举防返贫，巩固脱贫
成效，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嗒嗒嗒，嗒嗒嗒……”3月 12
日，走进文儒镇大边村的就业扶贫车
间，一阵电动缝纫机的作业声传来。
戴着口罩的工人忙着裁剪、锁边、包
装，一丝不苟。该车间占地400平方
米，可容纳70余人同时在岗，吸纳了
大边村及周边几个村庄不少村民到
此务工。

大边村曾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4
户，去年底全村贫困户已脱贫。眼
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发
展，大边村将工作重心落到抓脱贫攻
坚上，促增收防返贫。村“两委”干部
及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帮助就业扶
贫车间复工，引导村民参与务工；推
动蛋鸭养殖与凤梨种植项目落地，壮
大村集体经济。

扶贫车间复工
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

“疫情期间的一系列问题，导致
扶贫车间运营受影响，最直接的体
现是5600件服装加工订单无法如
期完工。”说起一个月前就业扶贫车
间的情景，大边村就业扶贫车间管
理员林举平仍忍不住皱起眉头。“以
往合作的公司年前撤股，加上疫情
影响，复工时间不确定，那段时间感
觉压力很大。”

见此情况，大边村党支部书记林
维桃投入12万元，入股就业扶贫车
间，担任扶贫车间负责人。他一方面
发动党支部成员对外出务工返乡人
员进行全面调查，另一方面筹集口
罩、体温计、消毒水等防控物资，号召

员工复工。
以往，大边村就业扶贫车间主要

接收一家广东服装公司的订单，制作
的衣服销往国外。此前的公司退出
后，大边村党支部发动党员干部到省
内各市县寻找销路并在海口等地找
到儿童服装加工新订单、新销路。

“有了资金和销路，车间恢复了
活力，还增加了4台四线智能缝纫
机。”大边村脱贫攻坚中队长王德才
说，2月21日，就业扶贫车间复工，不
久前，车间还收到了一个加工5000
件服装的订单。

“正在探索激励机制，由镇政府、
包点单位和企业三方共同筹集扶持
资金，对新员工进行免费培训，培训
期间统一奖励300元，成品按件另算
工资，激励更多人加入。”王德才说，
此外，还将对每月工资达2000元及

以上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员工，额外奖
励200元，对每月工资达3000元及
以上，额外奖励300元，鼓励多劳多
得，激发大家的发展内生动力。

产业接连落地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走出扶贫车间，一阵“嘎嘎”声传
来。在扶贫车间不远处，一片槟榔林
下，3000只蛋鸭成群觅食。

“这是专门买的蛋鸭，请脱贫户
喂养管理，党支部负责监督，今年6
月就能产蛋。预计年收入4万元至6
万元。”林维桃说，大边村产业单一，
土壤贫瘠，为了发展村集体产业，村
干部与乡村振兴工作队员们集思广
益，最终目光瞄准了“短平快”的蛋鸭
养殖产业。

去年10月，林维桃带着党支部
成员、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前往屯昌考
察学习。今年2月底，疫情风险降低
后，一行人又前往澄迈永发镇学习养
殖经验。不久后，村委会投入15万
元政府扶持资金，买蛋鸭、建鸭棚。

在筹谋蛋鸭养殖的同时，大边
村党支部与邻近的珠宝岭村党支部
合作，打造100亩凤梨园。“凤梨每
亩预计能收6000斤，一年保底收入
26万元。”林维桃介绍，为了保证产
业健康发展，村里通过澄迈凤梨产
业协会买苗，并由该协会指导种植、
催花等技术。

“发展凤梨种植和蛋鸭养殖，不
仅能壮大村集体经济，还能为脱贫户
提供一些岗位和打临工的机会，进一
步巩固脱贫成效。”林维桃说。

（本报金江3月12日电）

澄迈县文儒镇大边村帮助就业扶贫车间复工，发展种植养殖产业

盘活车间引进产业，增收有盼头
澄迈开展植树活动

植树节栽新绿
本报金江3月1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3月12日是植树节，当天上午，在落实到
场人员健康码检测、佩戴口罩等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澄迈县各单位干部职工在福山镇土艳村
参加植树活动。

12 日上午 10 时，海南日报记者在土艳村
植树现场看到，来自澄迈各个单位的干部职工
划分区域栽种树苗，照苗木栽植程序，细致做
好铲土、扶苗、填坑、夯土、浇水等工作，确保
苗木成活率。

据了解，此次植树活动旨在将土艳村打造成
为乡土油茶树绿化示范村。众人经过一上午的努
力，在土艳村环村道路两旁和村周边空地，栽下了
55.3亩3041棵油茶树。

澄迈新兴苗村获评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本报金江3月12日电（记者余小艳）日前，
国家民委公布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
单，澄迈县仁兴镇新兴苗村名列其中。

新兴苗村位于仁兴镇东南角，依吊灯岭而建，
背靠迈湾水库。全村土地面积1280亩，共有64
户366人，其中苗族317人、黎族18人。2016年
以来，新兴苗村实行整村改造，由村民出资40%，
政府出资60%，打造了一座“自然生态+民俗文
化”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在新兴苗村，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得以保留
和传承。文化艺术图标、民族特色建筑、织锦刺绣
技艺，还原了苗族精神图腾和生活场景。村民们
奔放优美的舞姿、高亢嘹亮的山歌散发着独具一
格的文化魅力。

省道S317金马大道
改建项目复工复产
施工人员100%返岗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压浆、砼换板、砼碎石
化……近日，省道S317金马大道改建项目施工
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碌而有序地进行施工作
业。目前省道S317金马大道改建项目实现施工
人员100%返岗，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

“我们采取封闭式管理，工人分散施工、分散
居住、分散就餐。”项目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作业区、生活区、办公区每
天安排专人消毒，做好人员健康监测。工作场所
设宣传栏、发放防疫手册，利用微信等推送防疫知
识，提升一线人员疫情防控意识。

据悉，该项目砼换板、压浆、砼碎石化、小型构
件预制、梁板预制等施工已恢复正常。当前，项目
建设单位正在优化施工计划，加大生产要素投入，
力争减少疫情对项目工程进度的影响，按期完成
年度工作目标。

据了解，省道S317金马大道改造工程是我
省国省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公路串联澄迈
金江镇、大丰镇、老城镇和马村港，是澄迈县城
公路与高速公路网连接的重要公路。项目的改
建将进一步改善澄迈县与高速公路连接的交通
条件，对促进“海澄文”一体化和沿线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澄迈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6名抗疫一线工作者入党
本报讯 （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显茺）“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永不叛党。”3月6日下午，在澄迈县中
医院会议室，澄迈县美亭卫生院院长李青柏、澄
迈县中医院派驻美亭好让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黄泽英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委组织部获悉，2
月4日至今，澄迈县共有16名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党组织吸收为
预备党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庄严的入党誓词
一遍又一遍在澄迈县抗疫一线响起。3月2日
上午，澄迈县公安局民警王妍、保德丽、卢明波
等3名同志在澄迈县爱丽长昇酒店医学留观点
的执勤点庄严宣誓入党；3月5日下午，澄迈县
人民医院护士陈艳静、苏秋丹在澄迈县人民医
院党群活动中心宣誓入党……

据了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澄迈
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注重在疫情防控一线发展党员，切实保
证在疫情防控一线发展党员工作质量。

在发展过程中，澄迈坚决不降标准、不减
程序，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对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特别突出、符合党员条件
的，着眼于实际需要、作用发挥，严把程序关
口，把拟发展对象的日常表现和疫情防控实绩
作为一线入党重要依据，并做到手续完备、档
案齐全。

同时，澄迈严格发展党员政治标准，将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作为重点考察内容。对那些政治上不合
格、假借疫情防控之名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
只是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实质性贡献、表
现一般的，坚决拒之门外，确保在疫情防控一
线发展的每一名党员政治素质过硬，党员群众
公认度高。

多措并举促增收防返贫，巩固脱贫成效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澄迈铆足劲

“不少贫困户靠务工脱贫，今年
受疫情影响，一直无法返岗上班。”澄
迈福山镇迈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陈希鹏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迈岭村有24名脱贫户外出务工
受影响，乡村振兴工作队与“两委”干
部积极联系村内瓜菜种植基地，获取
用工需求信息，及时安排他们就近临
时务工，还安排8人在村防疫卡点值

班，让脱贫户增收有保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澄迈县统筹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
作，多措并举防返贫，确保防疫情期
间脱贫户增收——优先安排1000余
名建档立卡户劳动力，参与镇、村卡
口值班、防疫、巡查、厕所保洁、村级
卫生保洁等疫情防控工作；开设50
个公益性专岗，向可能存在返贫的脱

贫户倾斜，全力保障脱贫劳动力就近
就地实现就业；对全县因疫情影响无
法复工的建档立卡脱贫人口4900余
人进行登记，多平台发布企业用工需
求、省县重点工程项目招工信息，帮
助应聘者与用工企业对接……

与此同时，澄迈基层党员干部和
扶贫干部化身“宣传员”“推销员”，引
导村民积极有序恢复农业生产，线上

线下打通农产品销路。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

吹响，在今年澄迈县扶贫开发工作会
上，澄迈县委书记、县扶贫开发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吉兆民号召该县扶贫干
部，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力度、更强
的措施、更实的作风，坚决打好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向全县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答卷。（本报金江3月12日电）

多措并举 | 巩固成效防返贫

⬆大边村发展蛋鸭养殖，壮大村集
体经济。

➡日前，在澄迈县文儒镇就业扶贫
车间，女工们正专注作业。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