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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5日，白沙县委、县政府与
海垦集团负责人举行座谈，双方围绕
深化垦地合作，加强垦地协同，联手
做大做强天然橡胶、茶叶、红心橙、种
苗等产业，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乡
村全面振兴等方面展开交流。双方
表示，今后将谋划更深层次合作，在

“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中实现高
质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多作贡
献。

3月24日，白沙召开农村工作会

议，如何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
动全面复工复产成为会议重要议
题。会议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三农”工作，毫不松懈抓好保畅销、
保生产、保增收各项政策措施的落
实，不断巩固“一抗三保”成果。在落
实举措方面，白沙要求，首先要发挥
好各类瓜果蔬菜相关补助政策，加强
与外地收购商沟通对接，解决瓜果蔬
菜“价跌难卖”的局面，同时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适销对路品种，
提高产品竞争力，并探索建立与全国

大中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直供合作
机制。其次，要积极作为，抢抓农时，
抓好经济作物生产，推动2000亩常
年蔬菜基地“上图入库”，提高本地蔬
菜的自给率，按照“稳胶扩茶扩药创
特色”的产业发展思路，围绕绿茶、南
药“两个万亩”以及红心橙、山兰稻、
百香果等“六个千亩”布局，加速白沙
农业产业增效。此外，还要针对性开
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主动对接用工
需求，组织农民到农业种养基地、重
点项目、重点企业务工就业，推动白

沙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农村“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全面提速。

同一天召开的白沙经济工作会议
则提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白沙要全面落实《海南省严格做好疫
情防控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七条措施》
《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八条
措施》等政策，全力推动企业和项目复
工复产；主动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新
要求，全力以赴抓招商，认真落实《白

沙黎族自治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社会
投资项目的若干措施》等，积极出台更
加优惠的税收、服务政策，推进精准招
商、产业招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到白
沙落户投资。据悉，白沙今年安排产
业性项目占重点项目的29.9%以上，将
引导各类资本更多投向重大产业、民
生、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抓好白沙元门
城堡酒店、付俄岭森林生态旅游度假
养生社区、新汽车客运站等21个重点
项目建设。

（本版策划、撰文/玉荟）

积极作为 全力招商

白沙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就业扶贫、精准招商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发力自贸港建设

2 月 29 日，省政府
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
布白沙黎族自治县等3
市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
下，今年乃至今后一段
时期，白沙又将采取哪
些有效措施，切实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白沙县委、县政府
提出，要以严上加严的
工作作风，投入更大更
多的精力来抓好经济
社会发展，把疫情对经
济发展造成的损失补
回来；要做好工作统
筹，在坚决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不断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成果，全力
推进复工复产、群众生
活保障、经济社会秩序
恢复等工作。尤为重
要的是，要紧紧围绕海
南自贸港建设，奋力谱
写白沙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篇章。

“多余的侧桠得剪掉，让黄金百
香果的藤蔓顺着果架往高处爬，获
取充足阳光，甜度才有保证，再过一
阵子，咱这果子就像一个个‘灯泡’
般垂下来。”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荣邦乡地甫村，占地百余亩的俄
兴专业种养合作社百香果种植基地
挂果，刘德开等七八名脱贫群众忙
着修枝、施肥。“活多时，我每月在基
地工作超过 25 天，每天工钱是 100
元至 120元，大伙都明白，只有好好

干活才对得起这份工钱！”刘德开笑
着说。

“前阵子受疫情影响，工人大多没
法回到基地上班，加上天气干旱，一度
影响了百香果的挂果期，自今年2月底
陆续恢复生产以来，修枝、灌溉、施肥，
每一项工作都在全力推进，确保不耽
误挂果期。”该基地主管陈忠蔚介绍，
百香果是白沙荣邦乡近年力推的“一
乡一品”扶贫产业，俄兴基地吸纳当地
6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的产业帮扶

资金，主要种植黄金百香果，2018年
建成投产，聘请了七八名贫困群众在
基地务工。

“每亩产量大约是2000斤，品相
好的百香果每斤收购价为10元至12
元。”陈忠蔚补充道。据悉，荣邦乡通
过力推“合作社+带头人+贫困户”模
式，全乡百香果种植面积达1300多
亩，黄金百香果已成为荣邦乡近年来
的特色高效农业产业。

莫负好春光，勤干赢收成。连日

来，在白沙各乡镇，抢抓农时发展“一
乡一品”“一村一品”的不止荣邦乡百
香果产业基地。

在荣邦乡大岭居的苗圃基地里，
一株株菠萝蜜、芒果果苗吐露新芽，
不时有来自省内外的客户进村洽谈
收购。“马来西亚1号、泰国红肉8号
等菠萝蜜品种非常抢手。”荣邦乡大
岭居党支部书记罗张强介绍，除农
场集体经济外，大岭居至少还有两
三百户农户自主发展苗圃产业，复

工复产至今，累计销售的果苗已超
过1000万株，预计今年销量将达到
4000万株。

在白沙各大茶园里，春茶嫩芽长
势喜人，农户们忙着采摘、加工；在白
沙打安镇南达村，近百亩的紫玉淮山
刚采完售罄，种植户们一早就顶着晨
雾忙着整地松土，为即将开始的种植
做准备；而在白沙七坊镇，红心橙种植
户在挖沟埋放有机肥之时，不忘调整
优化灌溉设施……

抢抓农时 不误生产

3月28日，在白沙邦溪镇南牙村
的农业示范基地里，多名工人正忙着
将一个个圆实的西瓜从藤蔓上采摘下
来，然后分拣、打包、装箱，最后搬上冷
链车，随即运往广东、福建等省外的生
鲜超市。

“天气逐渐变热，西瓜订单量越来
越多，我们都是连夜将西瓜运到省外，
客商对西瓜的品质也给了很高评价！”
据负责管理该基地的蓝之玥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宇航介绍，基地面
积有400亩，主要种植西瓜、燕窝果等
水果。其中，去年12月份种植的50亩

“17.5度”西瓜，今年3月迎来首次收
成。经检测，该品种西瓜每个重3.5斤
左右，皮薄多汁，瓜肉沙质酥脆，含糖
度为15度至17度左右。每天可采摘
1万余斤发往省外。白沙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曾圣全介绍，该基地采用生态
农机肥种植，西瓜亩产量约为 6000
斤，每亩产值能达3万元，按照今年的
订单量，西瓜的收成将会很可观。

长于白沙这片生态沃土，清甜的
西瓜销售数据喜人，粉甜的地瓜市场
行情也不错。连日来，在白沙元门乡
福才村，种植户王永干正忙着将一串

串地瓜藤掀翻到垄上，再用锄头扒开
沙地旱田，一串串粉红的地瓜随即出
土。此时，在地瓜收购点处，多名电商
人员将一个个地瓜打包，贴上“福才地
瓜”产地标识，准备发货。王永干介
绍，“福才地瓜”主要产自于福才村周
边的南开河湾（南渡江支流）沙地旱
田，水土品质好，种植的地瓜口感粉
甜，深受消费者喜爱，在当地扶贫部门
及电商的助力下，“福才地瓜”已成为
当地力推的“一村一品”农产品品牌。

经统计，今年福才村种植地瓜约
382亩，预计亩产量1000斤。在疫情

期间，为了拓展福才地瓜的销路，元门
乡党委、乡政府提前谋划，与多家电商
企业达成合作，从包装、产品溯源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推介，拓宽销路，让福才
地瓜不仅在省内保持稳定销售，还远
销省外，助力当地种植户增收。

此外，在白沙青松乡、金波乡，数百
亩的朝天椒每天采摘几乎不间歇；今
年，青松乡益条村、青松村共计百亩的
四季豆迎来首轮收成，种植农户们正忙
着采摘、打包并搬运上货车，准备销往
省内外各地。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白沙山区环境偏多，可

利用耕作果蔬的田地相对有限，自今年
开春以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白沙各部门积极组织农民做好春季瓜
果蔬菜追肥、补水、防病等田间管理工
作。还根据市场的供需结构与本地实
际，做好调品种、扩面积、优结构工作。
在销路方面，白沙依托农村电商、消费
扶贫等平台，用好“白沙良食”农业公共
区域品牌，做好品牌包装与认证推广，
叫响福才地瓜、打安紫玉淮山、元门毛
薯等“乡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全力破
解疫情期间农产品“价跌卖难”的局面，
助农增产又增收。

拓展销路 增产增收

就近务工 就业扶贫

3 月 29 日，白沙打安镇打安村
的兰花产业扶贫基地，一株株姿态
素雅的兰花竞相绽放，种植大棚里
花香四溢，脱贫群众符惠芬和其他
工友忙着给兰花添加叶面肥或颗粒
肥。

“肥料充足了，兰花才能更高产。”
打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兰花基地管
理负责人吴俊才介绍，10天前，该基地
运来40吨火山石、16吨肥料准备更换
营养盆，为保障肥料及时更换，基地招

聘周边村庄百余名脱贫村民来基地工
作，大家足足忙了四五天，才全部完
成12万盆文心兰的营养盆更换工作，
共计发放工钱4.5万元。该村驻村第
一书记唐小征介绍，为克服疫情影
响，稳固兰花扶贫产业效益，连日来，
白沙各单位及爱心市民积极响应爱
心消费扶贫活动，截至3月底，基地的
销售额已近10万元。据悉，自复工复
产以来，白沙打安镇兰花基地等15个
党建扶贫示范点，以及80多家种养专

业合作社已全面复工复产，至少带动
了千余名脱贫群众及农户通过务工
增加收入。

除扶贫基地务工人员干劲足外，
在白沙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热
火朝天。在白沙牙叉镇茶园路北侧的
高峰村生态移民搬迁建设项目工地
上，多个打桩机满负荷运行，不时有大
型运输车辆载着建材驶进，数十名工
人分工有序，有的搬卸大型建筑材料，
有的往地基里浇筑水泥；在儋白高速

公路白沙段施工现场，一排排桥梁塔
座已筑起，工人们正在操控吊车稳稳
地衔接桥面并固定，飞架于山岭之间
的高速公路雏形已显。

不仅要帮扶脱贫群众就近务工，
还要将本地劳动力输向省内外就
业。据悉，3月中旬，白沙就业部门
再次安排 107名农民工乘坐包车赴
广东返岗复工，其中77人为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而在此前，白沙已安排
数批当地农民工前往海口等省内外

城市务工或复工，为确保务工人员沿
途安全与稳定就业，白沙有关部门还
组织防疫人员参与护送及后续服务
工作，多渠道帮扶贫困群众学好技
术。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自春节后复工复产以来，白
沙专门设立县级务工就业调度组，精
准对接省内外就业部门以及用工企
业，通过点对点服务，精准调配劳动
力，已向各用工企业累计输送 3500
名劳动力。

白沙五里路共享农庄的荔枝园白沙五里路共享农庄的荔枝园。。

白沙打安镇兰花基
地，脱贫村民正在采摘筛
选兰花，准备发货。

白沙益条村村民种
植的四季豆长势喜人。

儋白高速公路施工现场。 袁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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