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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

5月29日13时许，用过午餐才休
息了20多分钟杨喜花就回到了岗位
上，继续干活。在烈日的暴晒下，钢结
构的厂房里十分闷热，但杨喜花乐意
加班，因为这样可以多领工资，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杨喜花是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
红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丈夫过世
后，她一人照料一个小孩及家公家
婆。2016年，她进入位于昌江循环经
济工业园的鑫龙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下称鑫龙海公司）上班，成为一名车
口工人，一个月能领到3000多元。

鑫龙海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
是我省一家集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塑
料薄膜制品制造，以及农用塑料产品制
造与销售业务于一体的民营企业。该
公司有国内较先进的塑料编织袋生产

线，年编织袋生产能力达1万吨以上。
难以想象，这家规模不大的民营

企业在职的155名员工中，就有残疾
人员工45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16
名。此外，该公司吸纳了昌江5个乡
镇13个自然村共1055万余元产业扶
贫资金，186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从
公司获得分红。

昌江昌化镇新东村的郭振辉
2014年进入鑫龙海公司上班，是公司
的第一批员工。因患有小儿麻痹症，
公司安排他在车间里开叉车。“很感谢
公司给我提供这份工作，这里就是我
的家。”郭振辉说。

“作为一家企业，应该在力所能及

的情况下，做好扶弱助残工作。”鑫龙
海公司董事长朱剑飞说，公司2018年
设立扶贫车间后，开始招聘建档立卡
贫困户，预计今年将给入股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分红超过200万元。

由于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和扶弱助
残，从2017年至2019年，该公司连续
三年被昌江县政府评为“十佳民营企
业”，朱剑飞2019年被授予海南省“诚
实守信道德模范”称号。

位于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的海南
欧兰德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欧兰德公司）是昌江的农业龙头企
业。该公司主动承担扶贫任务，先后对
昌江石碌镇山竹沟村、青坎村、牙营村

及红林居等地的坡地进行“坡改田”，整
治土地1000多亩，引导和发动周边
200多户农户跟着公司种植毛豆和育
种水稻。去年，该公司带动97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实现人均增收上
万元。

石碌镇青坎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陆海恩在欧兰德公司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学习和试验种植制种杂交水稻
29亩，亩产达400多斤，按每斤9元
的价格销售，除去成本，一季纯收入
近6万元。

除了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欧兰
德公司旗下的毛豆加工厂长期雇用当
地村民（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

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打工的梦想。
该公司董事长颜和德给海南日报记者
算了一笔扶贫账：公司每年支付给农
户土地租金2000多万元，支付给农户
杂交水稻和毛豆收购款2000多万元，
支付给农户劳务费用5000多万元，合
计带动农户增收近1亿元。

据了解，目前昌江循环经济工业
园共进驻企业33家，其中16家已投
产，产业项目涉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新能源及生物制品生产、农产品加工
等多个领域。该园区企业在做好生产
经营的同时，积极助力脱贫攻坚，推动
昌江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石碌6月11日电）

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两家企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就业务工

企业帮一把 致富快一程

琼海水口仔村发展养鸡、五色粽等
特色产业，补齐村庄发展短板

产业多点开花
致富快马加鞭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过去觉得脱贫很难，真正脱贫后，我感觉致
富离我不远了！”6月9日，走进琼海市石壁镇水口
仔村，脱贫村民陈雄向海南日报记者道出了自己
脱贫后的心声。

2014年，由于家里人多地少，又没有一技之
长，陈雄被当地政府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那时，
水口仔村共有38户171名贫困村民，占全村人口
的14.5%，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困村。

水口仔村是个四面环山的苗村，长期以来村
子缺特色产业，村民缺稳定的收入来源。2016年，
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水口仔村的村民养起了黑
猪。陈雄等部分贫困户当年就达到了脱贫标准。

水口仔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任宣介绍，去年，根
据水口仔村的实际情况，该村帮扶单位谋划发展
新产业。为此，他们组织了20多名贫困村民到海
口多个养殖基地考察林下养鸡项目，学习先进的
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

考察回来，村中多户农户开始养鸡。至去年
底，在林下养鸡的10多户农户共获得了5万元的
纯收入，这其中也包括陈雄家。

而水口仔村的扶贫产业还不止这些。海南日
报记者了解到，3年前水口仔村以苗族特色食品
五色粽为核心，成立石碧五色粽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五色粽产业。这一特色产业不仅增加了村集
体收入，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仅去年一年，石碧五色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销售额就达到了110万元，带动了80多名本地劳
动力务工就业。

琼海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在琼
海各部门的支持下，水口仔村在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和“三保障”等方面发力，稳步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目前，该村所有贫困人口均已脱贫。

政府的帮扶措施扎实有效，村民的幸福感明
显提升。去年，水口仔村顺利完成危房改造任务，
实现整村脱贫，并获得“2019年度海南省打赢脱
贫攻坚战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嘉积6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王巨昌

6月 11日，天蒙蒙亮，老杜就起
了床，冷水洗把脸，端上一个不锈钢
盆，大步往猪圈走去。在那儿，100多
头猪正等着他喂食。

老杜名叫杜孔周，海口市琼山区
龙塘镇文道村洋溶村民小组村民。6
年前，老杜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干不
了重活，3个孩子又在读书，夫妻俩靠
着一天不足百元的零工钱，勉强支撑
着这个家。

不久后，老杜一家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享受了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政策，负担一下减轻了不少。但老
杜并未“等靠要”，“政府这么帮我们，
我们有手有脚的，就不能自己干点
啥？”思量许久，老杜找人借了钱，买
了20多头猪崽，“干不了重活，养猪
总行吧。”

养猪经验不足，老杜生怕出什么
岔子，索性在猪圈旁用铁皮搭了个棚
子，白天给猪喂食、冲澡、消毒，晚上
就睡在铁皮棚里，守着猪崽入眠。“这
是全家脱贫的希望，半夜叫人偷去了
咋办？”心里装着养猪脱贫的期盼，夜
里的一丁点动静都能让老杜从梦中
惊醒。

2015年，老杜利用危房改造政

策，砌起了一层房子。
经过一年多的起早摸黑，老杜猪

圈里的猪从20多头增加到100多头，
产生了实打实的效益。2015年底，老
杜一家摘下了“穷帽子”。

2016年，老杜踌躇满志，正准备
大干一场时，即将出栏的300多斤的
大肥猪突然不知遭了什么病，一头接
一头倒下，一下子死了8头，“8头！那
可是好几万块钱呐！”手足无措的老杜
恼得直揪头发，“咋就只顾养，却不懂
治病的技术呢？”

死的猪已经救不活了，但余下的
上百头猪可不能再这么死了。老杜
急忙给村干部王家泽打电话求助。
闻讯赶来的王家泽解剖了几头死猪，

并拍照发给了学校老师，很快就在老
师的帮助下确定了病因，又帮老杜配
好了药，指导他做好防疫，保住了剩
下的猪。

打那之后，50多岁的老杜顶着一
头花白的头发，虚心当起了学生。书
买了一摞又一摞，行家里手请教了一
个又一个，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

不仅如此，老杜还自己摸索，建了
一个30立方米的沼气池，把猪粪、猪
尿变成沼液，浇灌槟榔等果树，实现了
生态养殖。

天道酬勤。几年下来，栏里的猪
数量又翻了一番，老杜成了名副其实
的养猪大户和村里的养猪专家。村民
们养的猪生病了、不吃食了，都找他拿

个主意。
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来袭，老

杜提前做好防疫准备，200多头猪实
现“零感染”。卖掉它们，老杜赚了
100多万元。

如今，老杜家的房子加盖了一层，
第三层也已经动工建设，“现在日子好
些了，谁不想房子漂亮点哩？”老杜揣
着空了的猪食盆，笑起来时，额头上的
褶子又深了一些。

老杜并不是个贪图享受的人。虽
然养猪成功了，但勤劳的夫妻俩又寻
了份零工，每天早晨给猪喂完食，他们
就骑电动车去隔壁镇的服装厂干活，

“一人一天也能赚100块钱呢”。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老杜养猪脱贫记

6月11日，在万宁市南桥镇
南林居的海南农垦东新农场公
司南林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里，
绿油油的藤蔓爬满棚架，百香果
挂满枝头。黄乃斌（中）和其他
工人正忙着采摘成熟的百香果。

去年8月，东新农场公司开始
在此处种植优质品种的百香果。
困难家庭职工黄乃斌进入南林
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打工，每个
月可获得 3000 多元的工资收
入。“在基地工作，不仅领工资、学
技术，还能照顾家庭。”他高兴地
说，自己很满意现在的这份工作。

文/本报记者 邓钰
图/本报记者 袁琛

小小百香果
孕育新希望

临高全面提升脱贫质量

精准补齐短板
巩固脱贫成效

本报临城6月11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婧 张永花）近日，临高召开迎接2019年贫困县
退出抽查动员大会，传达贫困县退出国家抽查和
第三方评估的相关要求，部署贫困县退出抽查迎
检工作。据悉，临高各镇和相关部门将继续发力
补齐脱贫攻坚工作存在的短板，巩固脱贫成效。

据了解，6月16日国家贫困县退出抽查评估
组将到海南省开展贫困县退出抽查工作，在省级
查阅相关材料后，到临高开展为期7天的实地抽
查评估工作，将围绕“退出程序规范性、退出标准
准确性、退出结果真实性”等方面内容，通过查阅
材料、入户检查、座谈访谈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估。

会议指出，临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全面对标，精准补齐短板，做到全面排查“过筛
子”，紧盯问题“堵漏洞”，确保项项达标、户户过
关、人人过硬。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逐项梳理任务，整改存
在的问题，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效。
具体而言，要聚焦抽查内容和指标补短板强弱
项；聚焦“三保障”落实和饮水安全补短板强弱
项；聚焦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补短板强弱项；聚
焦问题整改补短板强弱项；聚焦档案资料补短
板强弱项；聚焦政策知晓提升补短板强弱项；聚
焦人居环境整治补短板强弱项；聚焦宣传氛围
营造补短板强弱项。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产业扶贫是扶贫工作的
重中之重。发挥好产业扶贫资金的杠
杆作用，有利于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

产业扶贫资金如何精准投资产业
项目？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何
实现有效监管确保资金安全？如何合
理分配提高贫困群众满意度？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扶贫
办获悉，儋州探索产业扶贫资金管理新
模式，通过建立“大管家”掌钱、“一盘
棋”统筹投资产业项目、差异化分配收
入等制度，进一步提高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果。

钱怎么挣？
设立“大管家”统筹投资产业项目

2018年，国有独资企业儋州市乡
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儋州
从此有了专门负责管理产业扶贫资金
的“大管家”。

“用产业扶贫资金投资，事关脱贫

攻坚大局和贫困群众切身利益，应该
慎之又慎。”提到产业扶贫资金的使用
和监管，具有多年银行从业经验的儋
州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徐伟感慨重任在肩，“压力山大”。

徐伟的压力源于，产业扶贫资金动
辄上亿元，“大管家”能否因地制宜投入
产业项目获得收益、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并对产业扶贫资金进行有效监管，
直接关系到当地产业扶贫的成效。

如何选择产业投资项目？徐伟介
绍，“大管家”前期进行“三看”：一看企
业是否是儋州本地涉农企业；二看企
业财务报表、主营业务、资产规模、收
益情况；三看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总额
有无超过企业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

“同时，在选择企业时，做到大小兼顾，
既将资金投向罗牛山这样的大企业，
也投向当地成长型的中小企业。”

如何确保支出的每一笔产业扶贫
资金的安全？“大管家”和企业双方认
定共同的资金投入使用范围，避免产
业扶贫资金被挪作他用。同时，双方
在银行开设共管账户，支出每一笔钱
都须经“大管家”盖章同意。在事后跟

踪方面，“大管家”通过抵押担保等方
式筑牢扶贫资金监管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发现企业经营状况越来越差，可
及时启动收回本金、抵押物。

2018年至今，儋州市乡村振兴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按照“贫困户（低保
户）+村委会+国有企业+优质企业”
的模式，通过建立“事前评估、事中监
管、事后跟踪”机制，将产业扶贫资金
投入到相关产业项目。

截至目前，“大管家”已将1.8734亿
元产业扶贫资金投入16家儋州企业，累
计获得投资分红收益1411.65万元。

“通过这种模式，可以避免出现将
产业扶贫资金投入一些盈利能力不强
的企业或合作社的情况，确保获得稳
定收益。”儋州市政府秘书长、儋州市
扶贫办原主任林春晓表示，将专业事
交给专业人才去办，解决了乡镇缺乏
产业扶贫资金管理人才的问题。

钱怎么分？
差异化分配鼓励贫困户“挣积分”

“现在你已经有30分的积分了，

分就是钱，要积极干工，多挣分，年底
分红才能拿更多钱啊！”5月26日，儋
州市兰洋镇党委副书记马宇杰来到该
镇南罗村文芳村民小组建档立卡贫困
户杨文立家，给杨文立算“积分账”。

“马书记放心，我知道怎么挣分！
去年分红我领到3200元，今年我还要
加把劲，通过积极收看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外出务工，多积分，多领钱！”杨
文立说。

两人所说的“积分”，正是儋州市
探索产业扶贫资金差异化分配的一种
新模式。“为改变产业扶贫资金‘一股
了之’‘一分了之’的做法，儋州于去年
底开始在两个镇试点产业扶贫资金差
异化分配改革。”儋州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邓美菊介绍。

去年底，儋州市打赢脱贫攻坚
战指挥部办公室出台《儋州市产业
扶贫项目收益化分配实施方案》和
《儋州市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分配试
点方案》，建议产业扶贫项目收益按
照“8+1+1”的分配结构和“A5+B3+
C2”的贫困户劳动力差异层级进行
分配。

邓美菊说，儋州选取兰洋镇、排浦
镇作为试点镇。试点镇在分配结构方
面反复推算，都决定将“8+1+1”分配
模式调整为“7+2+1”分配模式，即产
业扶贫项目收益的70%用于给参与
项目的贫困人口进行差异化分红，
20%作为贫困人口遵纪守法、主动发
展、参与公益等的激励资金，10%归村
集体所有、作为公益事业资金或贫困
人口应急救助资金。

“两个试点镇虽然差异化分配模
式有所不同，但有共同的指向：坚持以
激励为导向，提高奖励部分比例，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避免出现贫困群众‘坐
等分红’的情况；通过增加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解决个别村庄集体经济‘空
壳’的问题。”儋州市扶贫办副主任何
靖说。

“我们要跳出扶贫抓扶贫。”林春
晓表示，儋州探索产业扶贫资金管理
新模式，希望能助推当地产业发展实
现新突破，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
进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增收致富，推动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那大6月11日电）

儋州成立专业公司探索产业扶贫资金管理新模式

“一盘棋”投资增效益 差异化分配添动力

屯昌大陆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志智双扶”富村民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林小丹

“政府出台了很多好政策，你还要加把劲，争
取早日富起来！”6月11日下午，在屯昌县屯城镇大
陆坡村，大陆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韦吉雄拍着
脱贫村民林道的肩膀，劝他抓住机遇，好好务农。

自去年2月驻村工作以来，大陆坡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大力实施“志智双扶”工程，推动贫困户
脱贫，持续巩固脱贫成效。

以前，林道一家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散户”。
从去年3月开始，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多次上门
与林道沟通，与他坐在一条板凳上查找致贫原因，
帮他寻找发展门路。工作队安排工作队员“一对
一”辅导林道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学习种养技
术，组织林道等贫困村民外出考察学习，拓宽发展
思路。没多久，林道决定养黑山羊和鹅。

在发展养殖业的过程中，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经常上门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驻村干部的帮扶下，去年底林道一家顺利脱贫。
目前，林道一家养殖黑山羊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
万元，养鹅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8000元。

“通过帮思想、帮技能、帮销售，帮助村民发展，
除了林道家，目前村里还有10户通过发展种植养
殖产业每年增收5000元以上。”韦吉雄介绍。

（本报屯城6月11日电）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