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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曹健 陈彬
通讯员 王媛媛

6月14日一早，定安县富文镇南
埠村的粽子厂就开始热闹起来，一辆
辆货车开进厂区，装载好粽子后，第一
时间发往全国各地的订户手中。

此刻，粽子厂工人梁海蓉正在车
间里忙碌着，她熟练地将一个个清香
扑鼻的粽子真空打包，然后进行高温
灭菌。她的家就在离工厂100多米远
的村子里，每天下班后，步行一会就能
回到家中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而在半年多以前，粽子厂所在的
位置，还是一所废弃的村小学，杂草丛
生、荒芜冷清。梁海蓉则在离家30多
公里远的县城打工，长期跟丈夫和两
个孩子两地分居。

近日，随着南埠粽子厂建成投产，这
一切开始改变。这个曾经的产业空心
村，建起了定安县最大的粽子厂；当地
80多名群众在此务工，由农民变身为掌
握一技之能的产业工人，大大降低返贫
的风险。更重要的是，随着村集体经济
的逐渐壮大，这个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基
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转变
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群众“主心骨”。

破解产业难题
立足品牌优势，盘活各

方资源建起粽子厂

“订单太多，粽子都生产不过来！”
南埠粽子厂负责人、定安富香源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武才最近成了大忙
人，每天除了安排生产计划，还要不停
地接听电话，常常连午饭都顾不上
吃。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端午节临
近，厂里每天生产1.5万—2万个粽子，
但仍满足不了全国各地大量的订单，
无奈只好从6月5日开始暂停接单，一
口气推掉了30万个粽子订单。

朱武才原来的老粽子厂开在县
城，由于场地太小，产量跟不上，流失
了很多客户。于是，他从2018年开始
寻找新的厂址。

了解到朱武才的发展计划后，南
埠村的帮扶单位定安县委组织部邀请
他做出项目合作和长远规划方案，并
与富文镇委镇政府、南埠村驻村干部
及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洽谈协商，终
于在2019年10月落实了该项目。

“从2018年起，我们多次考察调
研发现，南埠村的产业基础很薄弱，种
植、养殖品种单一，带动能力不强。村
子要想发展得好，必须抓实基层组织
建设，走产业振兴、可持续发展的路
子。而粽子是定安的传统美食，发展
粽子产业有天然的品牌优势。”定安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符气和说，之所以
选择与富香源食品公司合作，也是希
望利用企业成熟的生产技术、品牌效
应、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线、现成的
销售渠道等优势，做到一投产就能给
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要建厂，首先得解决场地和资金
问题。双方选定了交通方便的废弃村
小学作为厂址，县委组织部从党建工
作发展资金中挤出120万元，用于翻
修改造和搭建部分基础设施。富文镇
政府出资35万元在粽子厂附近打造一
口深水井和修建水塔，解决粽子厂的
生产用水。定安富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先期投入200多万元，购置一批先进
的生产设备、生产用具，采购生产原材
料。2020年1月6日，南埠粽子厂顺
利开工建设。

“南埠村发展粽子产业，我们有一
套长远的‘小康算法’。别看这小小一
颗粽子，它的产业辐射带动作用可强
啦！既可以帮助脱贫户就近打工，还
能带动粽叶种植、黑猪和鸭子养殖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村小学这块废弃资
产也被盘活了，可谓一举多得！”富文

镇镇长陈英旺说。

破解返贫难题
村民变身技术工人，在

家门口就有活干

南埠粽子厂占地10亩，分为原材
料清洗、馅料加工、裹绑、蒸煮、冷却、
真空包装、成品灭菌、礼盒包装等20多
个车间。

在裹绑车间工作的富文镇深水村
脱贫户王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包一
颗粽子的计件工资是7毛钱，自己一天
能包300多颗，可以挣200多块钱。“以
前在家干农活，既辛苦，收入也低。现
在这里一天能挣几百块钱，工作环境
又好，真是想都不敢想。”王燕笑着说。

像王燕这样的工人，厂里一共有
80多名，大多是附近村庄的村民。南
埠粽子厂在招聘时优先考虑当地贫困
户等困难群体，目前共为当地解决了
12名脱贫户的就业难题。据南埠粽子
厂行政管理人员朱苑侨介绍，1名技术
熟练的粽子裹绑工在端午节期间可获
得1万至2万元的收入，大大降低了脱
贫户的返贫风险。

“粽子厂每年需要大量的黑猪肉、
咸鸭蛋、粽叶等农副产品，为了降低生
产成本，企业也希望在当地采购到合
格的粽子加工原材料。”南埠村驻村第
一书记陈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样
一来，当地百姓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调整自己的种植、养殖结构，为其增加
家庭经济收入提供多样化选择。

“当时一听说村里的粽子厂在招
工，我毫不犹豫就报了名，在家门口上
班，跟家人住在一起，这是多么幸福的
事啊！”脱贫户梁海蓉说。

据了解，进厂工作的每一名工人都
要接受厂里正规的培训，特别是在生产
设备操作使用方面，厂里有严格的安全
规定，要求每一名工人都要熟悉设备的
安全操作。这些从前只会种田插秧、养
鸡养鸭、割胶、种槟榔的淳朴农民，通过
正规的职业培训，如今正逐渐变身为拥
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

“记者同志，您还有要问的吗，没
有的话我干活去了！”接受采访不到10
分钟，梁海蓉就委婉地提出要返回岗
位接着工作。朱苑侨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粽子厂今年5月中旬试运营以来，
订单不断增多，工人们每天十分忙碌，
还常常主动加班赶订单，干劲也足，毕
竟多干多得啊！

破解党建难题
村集体经济有底子，为

民办事才有底气

“南埠村的产业太薄弱，集体经济
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村里连个路灯坏
了，都没钱修！”今年34岁的陈锋，毕业
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定安县委组织
部的一名年轻干部，2018年6月被派来

南埠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刚到南埠
村时，他对这里的发展状况有些担忧。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没钱，村
“两委”想办事也办不成，逐渐在村民
中失去了威信，南埠村党支部也被列
为软弱涣散党支部。

南埠粽子厂项目落地后，陈锋发动
村“两委”的党员干部，积极协调解决用
地权属问题，完善生产用水用电配套设
施，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河砂短缺问题
等，确保项目建设稳妥有序推进。他还
帮助村委会成立定安县洪昇实业有限
公司，跟海南定安富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约定土地10年租期，每年租
金5万元。南埠粽子厂每年纯利润的
15%归村里。如果年产量达不到30万
个，也要按30万个的利润保底提成给
村集体。通过“村委会+公司+村民”的
发展模式，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
干。村集体经济有底子，为民办事才
有底气。”陈锋深有感触地说。

定安县委书记刘峰松表示，产业
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农民
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事
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群众
福祉。定安将进一步夯实基层党组织
建设，切实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结合
自身优势，加强统筹协调，有效整合资
源，促进乡村振兴，为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
用。 （本报定城6月17日电）

定安南埠村以120万元帮扶资金撬动社会资金200多万元建立粽子厂，一体化解决了乡村产
业空心化、脱贫户返贫和村集体经济空白等问题——

一颗粽子的“小康算法”

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政府
部门的帮扶资金如何发挥最大效用，产
生倍增效应？定安县委组织部依托该县
的粽子产业品牌，引导村集体企业与有
运营实力和销售网络的龙头企业合作，

以120万元的帮扶资金，带动各方投资
200多万元，为村民带来可观的务工收
入。更重要的是一举解决了困扰南埠村
多年的产业空心化、脱贫户返贫和村集
体经济空白等问题。这样“一石三鸟”的

效果背后，是帮扶者以人民为中心的火
热初心、实干担当的责任考量和求真务
实的行事风格。让帮扶资金发挥最大效
用，对于帮扶者来说，既是经济考题、民
生考题，更是政治考题。

四两拨千斤，让帮扶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省农科院乡村振兴
科技示范基地落户临高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吉洋洋 陈日
升）近日，省农科院和临高县南宝镇政府、海口
迅达实业有限公司科技扶贫战略合作签约暨乡
村振兴科技示范基地挂牌仪式在南宝镇松梅村
万亩群合洋高标准农田项目基地举行，三方将
聚焦乡村振兴，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
地建设和乡村旅游产业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

挂牌仪式当天，省农科院农业技术专家一
行对南宝镇松梅村万亩群合洋高标准农田项目
进行了现场考察，随后省农业科学院、南宝镇政
府和海口迅达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农业科技扶
贫战略合作协议书。

近年来，临高南宝镇的农业基础设施得到
了很大改善，尤其是万亩群合洋高标准农田项
目的建成使用，形成了“田成方、路成网、渠相
连，旱能浇、涝能排、机能耕”的现代农业新格
局，实现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

据介绍，乡村振兴科技示范基地可进一步
提高南宝镇的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利于南宝打
造现代化农业、休闲农业、文化旅游与养生度假
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将对临高现代农业的
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农旅一体化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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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举办贫困户
扶志扶勤扶技扶智培训活动

本报万城6月1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吴小璐）“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6月17日，
万宁市在海南派成铝业公司礼纪生产基地举办
2020年第3期贫困户扶志扶勤扶技扶智培训活
动，对来自各镇6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众开展
半军事化训练活动和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理论
讲授、教学互动、集中军事训练等方式，帮助贫困
户增强致富信心，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就业
能力并成功实现就业。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6天，活动内容包括
创业理念培训、创业技术培训、创业计划培训、创
业设计培训和市场考察等创业基础培训，以及
进行队列和基础体能等军事训练内容。活动结
束后，口味王、雅利、派成等本地企业会根据自己
用工需求，与有工作意向的贫困户直接签约就
业。此外，对于培训后上岗并稳定就业满3个月
的贫困户，将获得稳定就业奖补，期限1年。

短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海南万宁利嘉食品有限公司

万宁正堂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忆乡南贸易有限公司

万宁何氏如意粽子

相关链接

万宁和乐粽代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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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逐渐扩大，品牌数量不断增加，市场销量持续攀升

和乐粽成万宁美食新名片

“听说和乐粽不
错，趁着周末，我们特
地到这里来参观选购，
果然品类多、有特色、
味道也非常好。”6月
14日上午，在万宁市
和乐镇粽子一条街，香
味四溢、人头攒动、来
自海口的市民陈丽提
着手上满满的“战果”，
高兴地说。临近端午
节，万宁市和乐镇粽子
市场格外热闹，像陈丽
一样慕名而来选购和
乐粽的消费者也越来
越多。

作为海南四大名
粽之一的和乐粽，近年
来，为了做大做强做精
粽子产业，在万宁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创新营销方式、产
业带动等多举措，助推
和乐粽产业不断壮大，
成为当地美食新名片。

撰稿/容朝虹

6月13日，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在海口市名门广场开幕，图为市民游客手持粽子留影。 高林 摄

创新营销
擦亮美食新名片

6月13日21时，随着一场别开生面
的电商直播促销活动正式开播，万宁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月花变身“带货达
人”，带着和乐粽等多种万宁特产走进
直播间，通过产品本身的历史故事以及
品尝体会，向全国人民推介和展销。

“有‘花姐’给咱们和乐粽带货，销
量不用愁！”作为和乐粽代表企业海南
忆乡南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赵应琼
高兴地说。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和乐粽知名度不断提
升，粽子的销量也一年比一年好，其公
司生产的“赵西施”和乐粽也广受消费

者喜爱。
在 6 月 13 日至 14 日举办的 2020

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上，品牌众多、
口味多样的万宁和乐粽子展台前，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品尝、选购。

“去年在受到黑猪肉供给出现困难
的情况下，我们端午期间仍然销售了8
万个粽子，销售额超过100万元。今年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在政府的引
导和支持下，我们拓宽了销售渠道，在
传统销售的模式上，通过“电商+”和展
销的形式进行促销，相信今年的销量一
定更好。”万宁正堂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
负责人叶孙维说，每年销量的节节攀升，
让他对和乐粽的产业前景充满信心。

据了解，自2012年起，万宁市政府
就对和乐粽子进行产业扶持，成立粽子

协会，制订和乐粽子的标准化生产流
程，并通过举办展销会、与电商合作等形
式来创新营销模式，引导和乐粽子走品
牌化道路，不断擦亮万宁美食新名片。

产业带动
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舀米、剪粽叶、包扎、蒸煮、清洗、包
装……随着端午临近，温氏和乐粽子加
工厂内的工人也变得越来越忙碌。“真
心感谢政府和咱们粽子厂，以前为了养
家糊口，不得不到处打零工，收入少工
作也不稳定。自从有了这个粽子厂，不
但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
可以在家门口就业，方便照顾家人。”和
乐镇泗水村村民卓海琼由衷地说。

据了解，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海
南万宁利嘉食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农
户”的发展模式，开设粽子专业技能培
训班，吸收当地村民到企业下属的粽子
厂进行就业。

“为了帮助更多贫困户顺利脱贫，
我们专门成立了合作社，由公司统一管
理、统一生产、统一销售，鼓励村民入股
并参与分红，从而达到帮助贫困户顺利
增收脱贫的目的，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最大化。”该公司负责人温国辉
介绍。

不仅如此，和乐粽产业的发展壮大，
也对当地餐饮业、旅游业、农业等产业起
到了促进作用，拉动地方全产业链的长
足发展，为当地老百姓增产增收。

“很多外地的客人来吃饭，都爱点

上一份和乐粽，有些吃完了还要打包几
盒带走。”在和乐镇当地的和乐渔村美
食园内，负责人介绍，随着端午小长假的
即将到来，省内的自驾游客人也越来越
多，其中有不少是冲着和乐粽而来的。

政府搭台
小粽子“包”出大产业

在和乐三角路口，有很多世代都以
卖粽子为生的老店。在这里，可能随便
一家简朴的卖粽子的店铺都是百年老
字号粽子店。从“隐形”低调的老字号
到一家家高调的品牌化生产的粽子加
工厂，从纯手工制作到现代工艺的转
变，不仅代表了和乐粽的现代化产业
发展方向，也表现出和乐粽产业发展
的前景。

小小和乐粽，如何能“包”出大产
业？依靠的不仅是粽子本身的“质”和

“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地政
府的重视和扶持。自万宁市成立粽子
协会以来，万宁市确定了和乐粽子的
产业营销模式，开始了和乐粽子的品
牌推广，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
式打响品牌，使得和乐粽产业规模逐
渐扩大，品牌数量不断增加，市场销量
持续攀升，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此外，万宁市还出台多项举措助力和
乐粽产业的发展，包括投入产业扶持资
金、降低企业贷款利率等优化产业投资环
境的举措，帮助企业引进国内先进粽子
生产设备，实现和乐粽流水线生产。同
时，组织多个部门对粽子行业的生产流
程进行监管，防止不合格粽子流入市场，
从而确保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