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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大型系列专刊A07 解放 年 美好新海南

澄迈尽锐出战、精准施策，确保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凝心聚力奔小康

澄迈县始终坚持把产业带动
和就业转移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
之策，立足澄迈特色产业和辖区企
业众多优势，将“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等方式作为产业精准扶贫的
有力抓手，着眼增强贫困户“造血”
功能，切实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2019年全年，澄迈共投入产业专
项扶贫资金4648.64万元，占当年
专项资金的55.49%。

近年来，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
大力发展地瓜产业，带动当地贫困
户脱贫致富。10多年前，王文克
从国外引进优良地瓜品种，并成立
合作社，注册“桥沙”商标，带领乡
亲们种地瓜。如今，沙土村的地瓜
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多亩，扩大
至 1.6 万亩，地瓜均价达 13 元/
斤。不少农户种地瓜发家致富，建
起“地瓜楼”。桥沙甘薯合作社也
成立了当地的扶贫车间，为贫困户
提供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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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澄迈“菜篮子”
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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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澄迈县政府给桥头
镇菜农的补助资金达每亩500元；
桥头镇委、镇政府每季度组织农户
参加生产技术培训，还积极召集贫
困户收看每周的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并因户施策，把技术员请到
田间地头给贫困户进行现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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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桥头镇叶菜种植面积达
4000余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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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新路径、新
模式，推动创建特色产业扶贫示范
基地。

澄迈在金江、加乐、瑞溪、大
丰、福山创建5个庭院经济扶贫示
范村，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积极创建椰级乡村
旅游点，打造星级休闲农庄，鼓励
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以产业带动乡村发
展。

在澄迈县金江镇红光农场，
有一片占地80亩的凤梨园，这里
是澄迈县凤梨协会会长黄华茂的
试验基地。

据悉，澄迈县凤梨产业协会
成立于2017年，近些年来，该协
会一方面不断引进新品种，使凤
梨在澄迈四季皆可产果，并根据
订单数量，安排种植户分期、分阶
段种植，避免集中上市、彼此“撞
车”；另一方面，该协会积极响应
产业扶贫号召，成立了一支由专
家领头、业务骨干组成的技术指
导队伍，围绕选地、施肥、选苗、栽
苗、催花、上市等关键问题，为凤

梨种植户答疑解惑，帮助果农致
富。

目前，澄迈县有120多户农户
种植凤梨，形成规模化种植。澄迈
凤梨产业也有了包装、流水线、冷
库、运输车辆等，形成了凤梨产业
完整物流链。

产业发展起来了，就业岗位也
增多了，解决了不少附近农户和贫
困户就业问题。陈桂花是凤梨园
长期雇佣的工人。“一天能挣150
元，离家近，很满意。”陈桂花说，她
家土地少，往年收入低，如今在凤
梨园打工，一年能挣到5万元左
右。

同时，澄迈县积极推进金融扶
贫、综合保障性扶贫，坚决落实“四
不摘”，聚力开展创优保优大冲刺，
积极发动消费扶贫。并开展“创业
脱贫致富之星”典型评选、建立道
德“红黑榜”等形式，激发贫困户内
生动力，营造脱贫攻坚创优争先的
氛围。

紧抓治本之策 增强“造血”功能

澄迈县委组织部坚持党建引
领，突出创新驱动，积极推动发展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着力夯实农村
经济基础，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
织力。目前，全县有集体经济收入
的 行 政 村 达 到 130 个 ，占 比
90.2%，其中年收入达3万元以上
的村占70.8%。

提到澄迈县永发镇赛玉村，很
多人都会对该村党支部书记曾令
彬赞不绝口。赛玉村2016年成为
省定“十三五”贫困村，虽然早在
2017年已经整村脱贫，但是全村
脱贫户、低保户、五保户等困难群
众有359人，巩固脱贫成果还需努
力。于是，赛玉村党支部积极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支部成员带头发展
养鸭、养猪等产业，带动村民发家
致富。

“党员干部带头发展产业，主
动承担风险，村民才敢放心大胆跟

着干。”曾令彬说，几年前，他结合
当地白鸭养殖优势，当起致富带头
人，为生鸭养殖户提供从鸭苗供
应、饲料到户、技术上门到成鸭销
售等涵盖各个环节的产销一条龙
服务，带动赛玉村和新吴等地区
100 余户农户发展生鸭养殖。
2019年初，他修建的福鸭加工厂
建成并投产使用，带动40余人就
业，其中包括17户贫困、低保等困
难群众，以确保他们获得稳定收
入，降低返贫风险。

以革命烈士冯道南名字命名
的澄迈县金江镇道南村，一直传承
着“红色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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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通
过加强党建引领，增强道南村党支
部的战斗力，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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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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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不懈努力，澄迈县乡村全
面振兴加快推进。澄迈投资7.2

亿元建设番丁、群庄等56个美丽
乡村及白莲好用村等乡村振兴示
范基地等项目。因地制宜打造“一
镇一业、一村一品”，全县有集体经
济的村和村集体经济达3万元以
上的村占比分别提高了14个百分
点和10个百分点，达到90.2%和
70.8%。

此外，澄迈还打造共享农庄特
色民宿7家，创建省县两级共享农
庄23家，新增四椰级、五椰级乡村
旅游点各2家，创建高山朗村和长
岭村2个旅游扶贫示范村、6个庭
院经济扶贫示范村；该县罗驿村、
洋道村分别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澄迈
还扎实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半
年攻坚行动，农村道路保洁清扫
率 、生 活 垃 圾 集 中 收 运 率 达
100%；加快推进“厕所革命”，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8%。

近年来，澄迈县加快城乡融合
发展步伐，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
均等化。坚持规划引领绘就蓝图，
城乡规划建设稳步推进。主动融
入“海澄文”一体化建设，积极推进
澄迈县与海口空间规划和产业规
划无缝衔接，加快推进海秀快速路
干道延长至老城和椰海大道连接
线等项目建设，同城化发展迈出新
步伐。

“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完成5个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县城供水普及率达84.1%。实
施12个行政村35个自然村的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约1万人口
安全饮水问题。投入1.31亿元建
成电缆管沟108.3公里，新建和改
造线路490.9公里，户均停电时间
18.74 小时/户，比 2018 年减少
15.04小时。全力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全年完成农村公路六大
工程项目296个，新增通车里程

876.45公里。完成金江城区、老
城开发区等地区燃气管道铺设87
公里，天然气管道开通居民用户达
7.7 万余户，燃气利用率大幅提
升。新建5G等各类通信基站305
个、自然村光网229个，实现光纤
宽带全县100%覆盖。

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累
计投入13.10亿元建设交通扶贫
六大工程，建成通车里程937.436
公里。加快推进贫困村信息基础

建设，实现所有行政村和自然村
4G信号100%覆盖，30个贫困村
100%完成光纤改造，实现光纤宽
带100%覆盖。

脱贫攻坚战是持久战，也是保
卫战。今后，澄迈县将继续坚持问
题导向，倾注更多的精力、拿出更
有力的举措，进一步压实责任，持
续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全面巩固提
升脱贫成果，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

数说澄迈扶贫：

2019年
省下达澄迈县减贫指标

1640人
目前退出1682人
占省下达任务的102.6%

澄迈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12218.09元

比2018年提高3118.11元
2019年脱贫户人均纯收入

9799.96元
是省定标准的2.6倍，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及
决定性进展

澄迈县多措并举强化人才扶贫

构建“强磁场”
吹响“集结号”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发展集体经济，推动
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自实施百万人才进海南
行动以来，澄迈县出台《澄迈县引进高层次人才
实施细则》等10余项配套文件，形成极具吸引
力的“政策磁场”，全县签约引进人才3752人，
其中高层次人才62人，组建了乡村振兴高效智
囊团。

才存益民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才存共享
农庄创始人徐取俊是澄迈县重点支持的返乡创
业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的先进典型。2012年，
他辞去年薪20多万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

“职业农民”，建立了大丰镇第一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57户，养殖黑山
羊200多只，果子狸300多只，总资产近千万
元。

在徐取俊带动下，才存社区返乡干事创业
的大学生已经增至11人，其团队还于2018年
获得了澄迈县第三届创业大赛一等奖，合作社
的知名度也得到了提升。免费吸收了大丰镇
35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通过提供技术培训和
年底分红的方式帮助贫困户提高种养殖技能、
增加家庭收入。社区居民也转变传统种植理
念，种植近60亩石榴等果树作为游客休闲采摘
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100元。

经过几年的稳健发展，才存村逐步形成了
一、二、三产业初步融合的乡村振兴局面，朝着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的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稳步前进。

这样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并不少见。
2013年以来，澄迈县累计注入创业资金1600
万元，带动本土大学生返乡创业3000多人，拉
动创业资金近2亿元，解决就业5000多人。35
名返乡创业大学生注册自主品牌，17名返乡创
业大学生入选海南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培养
对象。

在返乡大学生的带动下，澄迈县先后创建
山口无籽蜜柚种植、才存共享农庄、老城渔业养
殖、桥头渔家休闲旅游等4家大学生示范创业
基地。全县累计注册涉农商标千余件，推动特
色高效农业快速发展，全县电商企业达500家
以上，网点超过1600家，建立了256个村级电
商服务站，实现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超过7.2亿
元。澄迈成为全省打造农业品牌最多、效益最
好的市县之一。

（文/李金波 图/舒晓 王家专）

近年来，澄迈县坚
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
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
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
机遇，全县各级干部尽
锐出战，选派452名干
部，组建154支乡村振
兴工作队、30支贫困
村驻村工作队，实现全
县 144个行政村全覆
盖，全力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四不摘”等突出
问题和薄弱环节，扎实
推进三精准、三落实、
三保障工作。

2019 年，澄迈全
县脱贫退出1682人，
占 省 下 达 任 务 的
102.6%，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脱贫，提
前一年消除现行标准
下的绝对贫困，圆满完
成了年度脱贫攻坚工
作任务目标，推进了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机统一，脱贫户人均纯
收入达 9799.96 元，
是省定标准的2.6倍。

坚持党建引领 推动乡村振兴

打造美丽乡村 统筹城乡发展

澄迈县中兴镇群众在该镇好保村卫生室接受腰部理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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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金江镇夏富村大茂村民小组村民在
酸菜基地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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