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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林雪波

海南日报记者5月21日从省扶
贫办获悉，我省今年将采取建立定
期通报制度、开展全省“大比武”活
动等举措对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精准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整改
到位。

全省“一盘棋”精准查摆问题

我省针对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

核、巡视、审计、督查等各类途径发现
的问题，由省级层面进行梳理汇总制
定全省性整改方案，之后将全省性整
改方案直接印发至村委会，然后采取
自下而上、逐级查摆、一体整改的方
式，由村、乡镇、行业部门、市县逐级
对照省级方案进行排查问题，举一反
三、全面查摆、逐级上报，全省上下形
成“一盘棋”。

各级都建立本级台账，坚持对账
销号，逐级开展“清单”式、台账式管
理，查摆问题要见人见事，特别是涉

及“三保障”、产业扶贫、就业扶贫、资
金管理等方面，杜绝含糊不清、模棱
两可的现象，坚持问题查摆不到位不
放过，倒逼上下各级认真查摆、不走
过场，为实施精准整改提供有针对性
的靶子。

针对查摆问题，精准制定整改
措施。全省自上而下逐级审核整改
方案，严格把头，坚持整改措施制定
不到位不放过，各项措施手段必须
具体化、细化，便于操作。

精准督导短板并定期通报

整改工作启动后，迅速加强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监督指导机制，确
保问题整改持续推进、扎扎实实推
进。上半年，9个省委脱贫攻坚战督
查组和各市县脱贫攻坚督查组将紧
紧围绕全省性整改方案和各市县整
改方案，对照各级问题清单，盯住三
保障、就业扶贫、资金监管等重点短
板问题开展随机暗访，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跟踪督办。

省指挥部办公室坚持每半月通
报整改进度，及时总结推进经验，及
时提出推进问题整改过程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解决市县遇到的困难。
对于整改进度比较滞后的市县印发
督办函。各市县也实行定期通报和

定期听取汇报制度。通过规范监督
机制，确保各级始终绷紧问题整改
这根弦，确保在整改期限内完成各
项整改任务。

开展“大比武”精准验收成效

到了整改期限，省指挥部将开
展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大比武”
活动，围绕整改方案和各类整改事
项的落实情况，采取进村入户核查、
访谈干部群众、查看项目等方式，全
面验收整改成效，实行量化评分排
名，对整改成效好、成绩优异的市县
进行表扬，挂流动红旗；对于整改成

效差、成绩靠后垫底的市县进行通
报批评并约谈其市县领导，挂警示
黄牌。

“大比武”活动后，继续向各市
县反馈未完成整改事项，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始终扭住问题整改不放，
继续完成查缺补漏工作。我省把

“大比武”结果和平时掌握情况纳入
对市县党委政府2020年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评价的内容，全面推进各
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推进各类问
题整改到位，为我省实现“三连胜”，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打下
坚实的基础。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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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靶向发力整改脱贫攻坚存在问题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5月20日10时，艳阳高照，临高
县新盈镇厚水湾码头，撑起了一把把
宽大的遮阳伞，数十名工人分成若干
小组，正在伞下细心地检查修补黑色
的渔网。旁边，成捆的渔网一大团一
大团地整齐码放在码头上，这是刚刚
检查修补好的渔网，整装待发，准备
乘着渔船投入到深海3000多亩的养
殖海域，组成一个个大型深海抗风浪
网箱——今年的金鲳鱼养殖已经开
始了。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深海网箱
养殖公司——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
公司的临高养殖基地，2019年，海丰金
鲳鱼养殖产值达到1.51亿元，实现销
售收入2.11亿元。2016年以来，作为
国家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海丰养殖承
担起临高产业扶贫的重任，以“贫困户+
村委会+公司”的主要合作模式，带动覆
盖临高9个乡镇的8000多名贫困户脱
贫，被喻为“贫困户的海上银行”。

探索产业扶贫之路

“公司一般每年四五月时开始投
鱼苗，10月上市。这两年没受台风等
自然灾害影响，也没有病害，公司效
益很好。我们已经连续3年共给脱贫
户分红2320万元。”5月20日，海丰
养殖临高基地经理符亚五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2016年，临高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共19684户90638人。怎样才能
让贫困群众尽快摆脱贫困，临高县委、
县政府2016年至2018年积极探索产
业扶贫道路，立足临高“鱼米之乡”的
优势，依托本土龙头企业，将产业扶贫
资金投入海丰养殖公司等19个农企，
采取资金委托运营的模式，由贫困户
委托村委会与帮扶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重点建立了19个产业扶贫基地，
对全县贫困户进行主体带贫。

海丰养殖公司成立于2002年，
主要经营海淡水养殖、海产品加工和
销售。拥有40余亩的新建码头、综合
产业区。养殖区拥有确权优质养殖
海域3000多亩，布设多功能大型深
海抗风浪网箱600多口，配套养殖辅
助船40余艘。

每年固定支付分红

临高海丰“深水网箱养殖项目”
成为全省带动贫困人口最多的产业
扶贫项目之一。海丰养殖公司综合
部主任苏丽芳介绍，2017年，临高将
全县9个镇1906户8415人贫困人口
共4685.92万元产业扶持资金，作为

“股金”注入海丰公司，由镇农业中
心、村委会根据贫困户授权，代表贫
困户与公司签订协议进行合作，将贫
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委托海丰公司
运营，公司共收到财政扶贫资金
4724.24万元，使用项目专用资金台
账，全部用于生产经营。

苏丽芳说，公司按每年固定收益的
方式支付分红，“贫困户+村委会+公
司”合作模式，合同期为10年，前3年每
年的收益按入股资金的15%计算，后7
年每年的收益按入股资金的10%计算。

2019年，在这种合作模式的带动
下，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海丰公司
又采用了“村集体扶贫资金收益分
红”合作模式，吸纳了2164万元的村
集体扶贫资金入股。

“2017年发放扶贫分红706万元，
2018年发放扶贫分红702万元，2019
年发放扶贫分红912万元（包括第二种
模式分红200多万元），为贫困户永续
脱贫提供产业支撑。”苏丽芳说。

公司不管亏赚，都要固定支付分
红。贫困户一户五六口人的产业扶贫
资金入股，每年固定分红收入就有四五
千元，可连续10年享有。海丰养殖临
高基地在当地招收了300多名农民工
（包括数十名贫困劳动力），从事深海喂
养、洗网、换网、捕捞以及织网等工作，最
低工资每月包三餐3040元，享受轮休。

为了让深海网箱养殖扶贫继续惠
及脱贫户奔小康，以及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海丰养殖公司抓住有利时机，
不断扩大规模，2018年和2019年又
在海南陵水和广西防城建立了新的深
海网箱养殖基地，牵头成立了“海南海
丰海洋牧场产业化联合体”，致力于推
动海南深水网箱产业链上下游长期合
作，降低农业风险和经营成本。

（本报临城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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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刘钊

5月21日一大早，五指山市毛道乡毛
道村空茅村小组脱贫户黄周艺拎着水壶从
家里出发，步行百余米来到了村里的一处
挡土墙建设工地。“早上出来务工，下午上
山干农活，两不耽误。”说话间，黄周艺熟练
地拎起铁锹，很快便忙活开了。

今年39岁的黄周艺，平日里靠割胶、
上山采摘野生蜂蜜谋生。受疫情影响，最
近一段时间胶价下跌，蜂蜜销售不畅，让他
顿时萌生外出务工补贴家用的念头。“可我
以前没有打工的经验，根本不知道该去哪
里找活干。”正当黄周艺发愁时，村里的帮
扶干部主动找上了门。

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毛道乡党
委、政府就将推进贫困劳动力就业稳岗工作
提上了议程。“我们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贫困户劳动力返岗就业工作，同时发动驻村
工作队、党员、帮扶责任人‘三支力量’，挨家
挨户上门摸排掌握贫困劳动力务工意愿和
就业服务需求。”毛道乡扶贫办公室工作人
员黄肖文介绍，与此同时，该乡积极对接相
应用工单位，通过“双摸底”保障了贫困劳动
力与用工企业供需信息的顺畅。

今年2月底，毛道乡联合市人社局、市
就业服务中心举办了建筑工人技能培训

班。从安全生产、技术操作、注意事项等方
面进行理论性学习后，黄周艺等9名本地
劳动力在帮扶干部的“牵线搭桥”下，来到
空茅村的一处扶贫基础设施项目工地实现
了就近就业。

“按照200元一天的工钱来算，疫情期
间我足足挣了1.5万余元。”黄周艺笑言，荷
包鼓起来，这让他的心里更踏实了。

除了在工地打零工，近年来毛道乡通
过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也为当地贫困劳动力创造了不少“家门口”
的就业机会。“我们打造了一处120亩的标
准化百香果种植基地，同时引进公司进行
百香果酒、百香果红茶的深加工，共吸纳近
20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在毛道村驻村
第一书记黄叶军看来，村民在产业基地和
扶贫车间务工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学到
技术，可谓一举两得。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五指山市毛
道乡政府科学制定“五个一批”工作举措，
坚持“一站式”精准服务，确保了疫情防控
期间“就业服务不打烊”。

“五个一批”即支持返岗复工一批，建立一
站式服务通道，帮助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实
时掌握就业供需关系，灵活实现稳定就业。目
前已帮助贫困劳动力670人返岗复工。

二是帮助招聘录用一批。今年2月，

毛道乡政府联合五指山市人社局、市就业
服务中心举办了建筑工人技能培训班，对
参加培训的贫困户劳动力18名，从安全生
产、技术操作、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理论性
学习，目前参加培训的18名贫困户学员已
全部实现就业。

三是动员投身农业解决一批，引导返
乡农民工就地参加春耕备耕，参与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就
业。毛道村百香果基地吸纳了当地13名
群众就近就业。

四是鼓励用本乡扶贫基础设施项目吸
纳一批，深入挖掘用工潜力，鼓励优先吸纳
本乡农民工和贫困劳动力。毛道乡汽车检
测中心作为乡村集体经济建设的扶贫项
目，吸纳了8名群众就近就业，此外，毛道
乡企业不老酒厂为4名贫困劳动力提供就
业岗位。

五是开发公益岗位安置一批，为暂时
无法外出、生活困难的贫困劳动力开发一
批临时消杀员等临时性公益岗位来托底安
置，保障其基本生活，已为25名暂时无法
外出、生活困难的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 5月 21
日，毛道乡累计为818名贫困劳动力解决
就业问题，占全乡贫困劳动力总数逾
53%。2020年至今，该乡为183名贫困户
落实务工奖励性补贴共计69.26万元，确保
贫困劳动力就业服务“不掉链”。

（本报五指山5月21日电）

五指山市毛道乡实施“五个一批”稳就业

端稳贫困劳动力务工“饭碗”

扶贫有政策
读书有保障

日前，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最
偏远的小学——南开乡高峰村高
峰小学，老师为在黑板上答对题
的一年级同学点赞。

据统计，白沙投入教育扶
贫资金加强贫困家庭学生教育
资助，持续提升校园以及教学设
施，对不能跟班就读的残疾适龄
学生开展送教上门等帮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精准发力脱贫攻坚④

5月 19日，文昌重兴
镇群先村排田村民小组茂
密的椰林下，挖掘机正在进
行农村公路窄路面拓宽工
程的土地平整。

文昌多举措推进农村
公路建设，不断完善农村路
网，带动农业产业、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拓宽农村公路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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