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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黄立明

走入村中，独具黎族风情的
楼房一栋栋排列，每家每户房前
屋后种着鲜花绿植，村子周边，一
棵棵槟榔树从木栈道中拔地而
起，稻田中禾苗随风轻摇，一幅静
好的田园乡村图展现在眼前。这
是5月 21日，海南日报记者走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什进
村所见的场景。

记者来到之时，5位外地游客
刚好也驱车至此，他们走到布隆赛
酒店前台，办理了入住后，乘着布
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的电瓶车，沿
着阴凉的村道，前往绿树掩映的独
栋别墅入住。

“真亏了10年前对我们村的
开发，要不我们一辈子也住不起
这样的楼，也不会有这么漂亮的
环境。”刚在自家果园干完活的什
进村村民小组组长董选这时赶了
过来，他介绍，近年来什进村通过
大企业带动农民促增收、完善基
础设施、发展特色旅游等措施，村
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今天的美好生活，不会让村民
们忘记来时路。“2009年以前，我们
住的是低矮破旧的瓦房和茅草房，
村里也没有自来水，大伙都共用一
口水井，村里也仅有一条狭窄的沙
土路。”什进村村民董育昌回忆说，
村里的年轻人缺乏文娱生活，经常
聚众喝酒，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截

至2009年，什进村没有出过一名大
学生。

2009年，保亭县委、县政府加
大对什进村的扶贫开发力度，充分
利用该村靠近槟榔谷和呀诺达两
大景区的地理优势，提出了“大区
小镇新村”开发构想。“大区”是指
复合型的旅游景区和旅游度假
区，“小镇”是指依托“大区”形成
有地方少数民族风情和文化特色
的原居型旅游村镇，“新村”是指
以第一产业为基础，将第三产业
特别是旅游业与第一产业有机结
合的新农村。

什进村将少数民族的民俗生
活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把旧村庄
变成“经营型”的旅游新村，从而带
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

收脱贫。
在2010年，董育昌的生活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原本低矮破旧的茅
草房变为了三层小楼，过去生活污
水横流、蝇虫乱飞的情况再也没有
了。因为紧临着布隆赛乡村文化
旅游区的停车场，董育昌还在自家
门前开起了小卖部，给来往的游客
卖些小商品和小特产。

这样的变化不仅发生在董育
昌一家，全村40多户人家都享受到
了“农旅结合”带来的改变。2010
年以来，什进村提出了“旅游+农
业”“公司+农户”的开发形式，拓宽
了村民的收入渠道。除获得安置
房产、青苗补偿、土地分红等八项
收益外，许多村民被良好的就业创
业环境吸引回来，在“家门口”就业

创业。
此外，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

还对什进村的119亩耕地进行了
田园景观处理，划分种养区域、单
独与集中种养区域等，农民不离
乡、不离土、不失地、不失业就能保
增收。

“2017年我就回到了村里，种
植冬季瓜菜和波罗蜜、龙眼等水
果。”采访中，董选也表达了他的担
忧，他表示，近年来村民对旅游业
参与度没有太大提升，村民务工还
是停留在做酒店服务员、景区保洁
等工作，产业上种植的冬季瓜菜、
热带水果等没有体现出旅游业加
持的价值，希望接下来能更好地深
化农旅融合，提升村民收入。

（本报保城5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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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潘志勇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收官之年。如何接续推进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
迈向富裕？如何让广大农民在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有
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5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扶贫办获悉，今年我省将精准布局
全岛同城化，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改善农村交通、通信、电力、水利、
供气等条件，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
丽海南百镇千村；切实改善农村教
育、卫生条件，落实好农村医生、教
师支扶各项措施，落实安居房政策。

系列举措推动“两不愁
三保障”落地生效

回顾2019年，我省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789万
元，增幅达10.8%，高于全省城乡居
民收入增速。贫困群众“两不愁”质

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
总体解决。完成危房改造任务
1.0515万户，全部竣工并实现入住；
贫困学生按学年发放教育补贴，完成
率100%；贫困户新农合均已参保，组
建2164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村卫
生室全部配齐合格医生和基本药品；
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131处，加强农村饮水水质检测和供
水设施运行管护，确保饮水安全。

系列精准扶贫举措推动“两不愁
三保障”落地生效。教育扶贫方面，简
化教育扶贫特惠性资助发放程序，按
学年一次性发放到位。健康扶贫方
面，将专项救治大病病种增加至25种，
慢病签约服务实现应签尽签、定期服

务，“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扩大
至省域。建立乡医村医“县属乡用”“乡
属村用”定期轮岗机制和基层卫生人才
激励机制，引导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目
前全省所有行政村卫生室均有合格医
生开展诊疗服务，并配齐基本药品。

危房改造方面，对危房等级鉴
定、总面积或补助超标、建新不拆
旧、举债建房和建房质量等问题建
立整改台账，做到发现一户、整改一
户，验收一户、销号一户。

将脱贫攻坚有效机制与
乡村振兴“打包配套”使用

2019 年，我省“五网”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建档立卡贫困
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光纤宽带网
络和 4G 网络覆盖率 100%，自然
村动力电100%，基本实现具备畅
通条件的自然村100%通硬化路，
农村燃气普及率持续提高，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84.5%、农村集中
式供水人口比例达 99%，贫困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
地区发展支撑保障能力不断增
强。

接下来，我省将结合海南实
际，把脱贫攻坚与村庄规划编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两违”整治、
土地领域专项整治、“厕所革命”、农
村污水治理、美丽乡村建设、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农村
“三块地”改革等工作结合起来，统
筹推进。将对2020年后解决相对
贫困的目标任务、扶贫标准、工作
对象等提前研究谋划，推动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十四五”规划
有机衔接，出台自贸港建设背景下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可行方案。将脱贫攻坚中行之有
效的机制办法与乡村振兴“打包配
套”使用，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
的体制机制，推进集中式、特惠型
帮扶政策向常态化、普惠型政策转
变，接续实现长效稳定脱贫，促进
发展致富。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我省将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精准布局全岛同城化助力脱贫攻坚
精准发力脱贫攻坚⑥

昌江一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直播半小时销售芒果3000多斤

“吃播代言”收获“甜蜜订单”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青山村金煌芒果，直播间里特
价秒杀，倒计时5、4、3、2、1，走起上
链接！”5月19日下午，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十月田镇青山村的芒果基地
里，青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张跃林带着果农张明体
验了一把直播带货，客串主播向全
国网友推荐青山村的金煌芒果，在
半小时的直播里，销售了3000多
斤。

“青山村金煌芒果肉厚个头饱

满，冰镇后的金煌芒果更加好吃，
夏天拿来做芒果冰沙吃更解渴
……”直播现场，张跃林的一番介
绍牢牢地吸引了“吃货”们的目
光。通过“海南生产队小程序”的
直播间，张跃林带着果农张明，跟
十月田互联网农业小镇的负责人
大鹏一起，在镜头前大声吆喝，卖
力推介青山金煌芒果的美妙滋
味。同时通过镜头，直接给网友展
示农民从树上采摘芒果的过程。
在他们的卖力吆喝之下，网友们纷
纷下单订购。

昌江素称“芒果之乡”，据史料

记载，早在唐宋年间，昌江就开始了
人工种植芒果的历史。日前，昌江
产的芒果有金煌、红玉、台农等品
种，种植面积超过6万多亩。2018
年2月12日，原农业部正式批准对

“昌江芒果”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

“此次直播销售，一是帮助果农
卖果，二是提高我们青山村的芒果
知名度。”张跃林笑着说。

“产地直播是超累人的工作，很
辛苦，但是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大鹏是一位自带泥土气息的主播，
创业3年的过程充满艰辛，但是他

将直播带货视作公司今后一个主要
的销售阵地，希望未来能在当地打
造一个农业电商直播产业链，给当
地更多的农产品“吃播代言”，和老
乡们一起收获“幸福的回报”。

“昌江的水果品类丰富、昼夜温
差大，适合热带水果种植，我们团
队在当地通过电商和直播可以再
开辟出另外一条崭新的道路去帮
助老乡销售产品。直播带货有着
更广阔平台，将热带水果销往全国
各地已经成为今年巨大的风口。”
大鹏说，既然选择了在村里创业打
拼，就会主动引导农户们转变销售

模式和思维，带着农户在他们平台
开店销售，让每个农户都能在平台
做“直播带货”，打造“一村一网
红”，带着村民一起走电商创业就
业的道路。

据大鹏介绍，今年他们团队一
共做了凤梨、香水菠萝、木瓜、芒果
等4场直播带货活动，销售额超过
150万元。直播结束后，立即加班
加点打包发货，人手不够时，还雇用
附近的农户当帮手。光给负责打包
芒果的农户付劳务费，每人每月有
2000多元。

（本报石碌5月23日电）

海口秀英启动
“美荔田园·火山荔枝之约”活动

农旅融合促增收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计思

佳）“大家好，我是槟榔小吴，给你们看看
火山荔枝王。”“大家好，我是定安娘晶
晶，这是我刚摘下的荔枝王，又大又红。”
5月23日上午，在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石
山镇建新村昌明山火山荔枝王采摘基
地里，红彤彤的荔枝挂满枝头，果香四
溢，多个直播团队来到荔枝园里，以“网
络直播+短视频”的形式，帮助果农宣传
火山荔枝王，助力农产品销售。

据了解，今年是火山荔枝丰收
年。为更好推进“火山荔枝”品牌建
设，秀英区石山镇开展 2020年火山
荔枝系列营销活动，通过做好产地市
场与生产基地的对接，以市场需求和
消费驱动为导向，健全农产品产销稳
定衔接机制，结合石山全域旅游建设，
形成农旅融合新的发展模式。

大区

是指复合型的旅
游景区和旅游度假区

小镇

是指依托“大区”
形成有地方少数民族
风情和文化特色的原
居型旅游村镇

是指以第一产业
为基础，将第三产业特
别是旅游业与第一产
业有机结合的新农村

新村

保亭什进村“大区小镇新村”开发模式带来美丽蜕变

农旅结合走上扶贫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