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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建机制、兴产业，琼中多举措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软硬兼施”力促乡村“脱胎换骨”

这几天，红毛镇草南村的种桑养
蚕基地里一片繁忙，蚕农王世标从方
格簇上采摘下一颗颗雪白的蚕茧，晒
干装袋后正准备送往镇里的蚕茧收购
点。“蚕茧每半个月卖一批，一直能养
到年底，空闲时上山打理槟榔林，等到
入了冬，又可以开始种植苦瓜。”掰着
手指头算了算自家的产业，王世标笑
言根本忙不过来。

实现多重收益的，不仅是王世标。
通过落实“多条腿走路”的产业发展思
路，近年来草南村在巩固槟榔、橡胶等
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引导村民发展冬季

瓜菜、种桑养蚕等特色产业，几乎家家
户户都是从年头忙到年尾。草南村不
仅于2018年实现全村脱贫摘帽，如今
人均年收入更是达到14800元。

“原先根本不敢尝试新兴产业，一
怕没技术，二怕没销路。”王世标坦言，
近年来政府及帮扶干部通过送技上
门、订单农业等举措解决了这两大难
题，并引进培育一批适合本地特色的
种植养殖产业，正让他致富的信心越
来越足。今年，王世标种植苦瓜实现
创收2.6万元，加上桑蚕、槟榔等其他
产业收入，预计年收入将达五六万元。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发展产业是
关键。围绕桑蚕、养山鸡、养蜜蜂等9
大特色产业，琼中采取“龙头企业（或
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种养大户）+基
地+贫困户”等4种产业扶贫模式，深
化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为
山区群众种下一棵棵“摇钱树”，也涌
现出众多产业扶贫“领头雁”。

长征镇潮村村民陈玲发展酿酒、
养牛、养鸡等产业，摘下“穷帽”后立志
入党；红毛镇番响村村民王国谦从养
蚕“门外汉”蜕变为“土专家”，带动45
户村民抱团发展；从孩子学费都拿不

出到如今年收入逾30万元，和平镇堑
对村村民陈书文靠着山鸡养殖实现

“逆袭”……
一个个生动案例，一次次印证着

产业脱贫迸发出的强大生命力。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以产业发

展为抓手，今年琼中将继续深入推进
“十二个一批”脱贫工程，巩固农业产
业扶贫“四种模式”成果，大力发展“五
个一”庭院经济，健全扶贫产业体系和
多重利益联结机制，以产业发展的韧
劲保证脱贫成效。

（本报营根6月17日电）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陈欢欢）“大家
排队一项项做好检查，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免费
体检。”日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罗担
村黎凑村民小组，村民们有序排队，逐项进行血
压、血样、把脉、心电图等常规体检。这是红毛镇
开展的一场“爱心乡医”义诊活动，旨在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和医疗队伍向贫困地区延伸，助力打通
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

当天，活动现场免费提供9个项目的检查，医
护人员对前来体检的村民把脉问诊，根据身体情
况进行火罐、针灸、刮痧、电针治疗等一系列中医
护理，并对用药和饮食等方面进行指导。

“在家门口就能接受这么全面的检查，很方
便。”当天，黎凑村民小组村民王国平在做完检查
后，医生为他进行了健康管理登记，并约定之后会
经常送医上门，让他连连感叹“太贴心”。

红毛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张梅介绍，他们在检查
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慢性病患者，会分类进行登记
管理，并根据病情定时做随访，指导用药与就医。

据了解，自今年5月初起，由琼中文明办和琼
中卫健委牵头，组织各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和乡
村医生成立了一支健康卫生志愿服务支队，他们
统称为“爱心乡医”，负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免
费体检及送医送药服务。

截至目前，琼中共在50余个行政村，举办“爱
心义诊”活动近100场次，服务村民约5000人次，
现场免费发放公共卫生、健康宣传等资料7000余
份。“我们这项义诊活动还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健康教育、健康扶贫等工作相结合，多渠
道、多方面为村民提供健康保障，争取在今年第三
季度将爱心义诊活动覆盖至各村各寨。”琼中卫健
委副主任林天云表示。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6月17日午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
镇南吉村保蕊村民小组脱贫户吴淑煌下地干活
前，先来到村中的水塔检查蓄水、出水情况。“不用
外出打工，就在家门口上班，方便得很。”农闲时，
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村级安全饮水工程管理员，
吴淑煌的“兼职”从3年前就开始了。

吴淑煌家里有4口人，妻子在外务工，他则留
在村里干农活和照顾孩子。“农闲时总想找点事情
做，但又要接送孩子上下学，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吴淑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得知琼中实行

“四类人员+村级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模式，采
取“一岗一户一人”的安置办法，帮助一批有转移
就业意愿、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就
近就地就业脱贫后，他第一时间便报了名。

经过资格筛选、岗前培训，吴淑煌于2017年
7月被聘为村里的安全饮水管理员，从此肩负起
全村人的“供水”责任。“每天早上一睡醒就来看
看，要是水小了，我们就得排查原因，及时维修。”
吴淑煌说，他每月能靠这份“兼职”领到900元工
资，虽然不算多，却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

在琼中，和吴淑煌一样在家门口找到“兼职”
工作的并不鲜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按照“谁受益、谁负责”
原则，琼中将“五网”建设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开
发出农村保洁员、河道管理员、农村公路养护员、
护林员等9类村级公益性岗位，目前已安排上岗
2612人。在此基础上，琼中将新增开发道路交通
安全、农村救生员、乡村振兴、光伏发电等4类村
级公益性岗位，用于保障疫情期间贫困家庭劳动
力就地就近就业。

“目前新增的4类村级公益性岗位已正式印
发岗位开发方案，力争在6月30日前安置农村贫
困劳动力上岗就业415人。”琼中就业部门有关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他们将对有意向外出务工的农
村贫困劳动力进行梳理，并对接省内专业人力资
源机构进行岗位推荐，为更多琼中农村贫困劳动
力提供就业保障。 （本报营根6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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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秦海灵
通讯员 陈欢欢

泥坯房与新民居、泥
土路与硬化路，这是一组
时间间距不过 4 年的照
片，新与旧的强烈对比，却
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
母山镇南吉村保蕊村民小
组村民王祝莲恍若隔世。

“以前的泥房下雨漏
水，不好。”“那你刚开始
怎么还这么抵触，不愿拆
旧房？”6月16日午后，站
在村口这面特殊的照片
墙前，普通话并不太利索
的王祝莲，只能用“连连
摆手”这一动作表达自己
的心情，不料一旁有村民
打趣“揭短”，惹得她害羞
捂脸。

从抵触到接纳，王祝
莲的心路历程是当地不少
群众的缩影。而他们的心
境之所以发生改变，离不
开一批批惠民扶贫项目落
地所带来的获得感。近年
来，琼中努力在提高脱贫
质量、巩固脱贫成效上下
功夫，从特色产业培育、基
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
治等方面入手，奋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本报营根6月17日电（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毛景慧）6月17日下午，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与海南省
潮汕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者
将充分利用商会自身的平台优势、
渠道优势、信息优势，积极为琼中搭
建政府和商会会员企业之间合作的

桥梁，广泛参与琼中建设发展，全面
融入和服务琼中“千企联千村、共建
新农村”实施计划，拓宽琼中招商渠
道，为政企间的投资、经贸合作提供
合作信息和优质服务。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生态旅游
业、绿色农业、绿色工业、城市建

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全面深入
的合作。其中，在生态旅游业领域，
主要开发民俗文化、森林、红色、探
险、养生康体、乡村休闲等旅游项
目，做好相关旅游产品的包装和开
发；绿色农业领域，主要发展绿橙、
蓝莓、桑蚕、蜂蜜、南药、茶叶、山兰

稻等特色高效农业；绿色工业领域，
主要包括农副产品加工、综合物流
（冷链、仓储）、生态科技等领域的污
染小、附加值高、产业链长等产业；
城市建设领域，主要包括一河两岸
功能性城市商业开发、滨河民俗风
情商业街、棚户区改造等项目；乡村

振兴领域，深入开展“千企联千村、
共建新农村”项目合作，选取一批基
础条件好、主导产业突出、带动效果
显著的村庄，实施乡村旅游综合开
发、特色旅游产品开发、发展特色集
体经济、探索乡村总部经济发展新
模式。

6月16日下午，刚刚忙完农活的保
蕊村村民符开东骑着摩托车从田头驶
来，将车稳稳地停在了自家新房前。骑
摩托车从田头一脚油门开到家门口？
这在几年前，符开东等村民根本不敢想
——过去，保蕊村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
路，遇到下雨天稍不注意就会打滑，村
民们摔车受伤更是常有发生。

“村道狭窄而且坑洼不平，骑车实
在不方便，要想把地里的稻谷运回家，
只能一趟趟肩挑手提。”符开东介绍，
交通不便让物资、人员难以进出，以至
于他们只能就地取材用泥巴、石头砌
墙建房，年轻人出去后不愿回来，留在
村里的村民则守着几亩橡胶度日。

生活、生产不便困扰乡亲们多年，
借助脱贫攻坚之势，保蕊村于2017年
启动危房改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整村推
进项目。

得知这一消息，符开东第一个投了
赞成票，甚至主动砍掉自家的橡胶树为
村庄配套设施建设让路，但也有人心存
顾虑。“房子都拆了，要建成啥样？”王祝
莲对政策不理解，起初并不肯配合。直
到一栋栋红白相间的新式民居拔地而
起，一条条开阔平坦的水泥路连接起各
家各户，她真真切切感受到村里天翻地
覆的变化后，态度才发生了大转变。

“现在的房子宽敞又亮堂，家里还
接通了自来水、燃气和光纤管网，方便

得很。”王祝莲笑言，过去保蕊村“脏乱
穷”，外村姑娘都不愿嫁进来，包括她
两个儿子在内的过半男性都打着“光
棍”，如今，村里大变样，她儿子找对象
也有底气了。

村庄基础“硬件”设施改善所带来
的脱贫成效立竿见影。村民王贤山带
动村民种桑养蚕，村民吴钟锦探索鱼、
鸭、鸡综合养殖，村民吴丽在村口经营
起小卖部……这两年，南吉村驻村第
一书记李学明显感觉到，村里完善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后，村民们发展
产业的积极性日渐高涨。

保蕊村的“升级换代”，是琼中加快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的一个掠影。

以打通农村基础设施“最后一公
里”为统领，过去几年来，琼中将危房
改造、风貌管控与“五网”建设统筹推
进，率先在全省推进管道燃气进村工
程、“水环境治理项目PPP模式”，将路
网、水网、电网、气网、光网“五网”建设
与改水、改厕、改路相结合，实现县、
镇、村、组、户全硬化，农村公路畅通率
达100%、安全供水普及率达98%，光
网千兆到镇（区）、百兆入村覆盖率
100%，燃气下乡“气代柴薪”试点扎
实推进，让“一村一规、一村一景、一村
一韵”的特色村寨频频跃现之余，也正
让基础设施建设从拖后腿的“绊脚石”
成为助发展的“发动机”。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振兴乡村、聚
拢人气的硬件要求。而人居环境整
治，则需在“软功”上发力。

走在和平镇长沙村的乡间小路
上，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村里家家户
户都收拾得干净整洁，路边绿化郁郁
葱葱，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我们村
这么干净，每个村民都有功劳。”琼中
县委宣传部派驻长沙村驻村第一书记
凌大彪介绍，这源自该村实施的常态
化、周期性环境卫生评比机制。

自去年4月起，为引导村民规范
生活习惯，长沙村帮扶工作队结合人
居环境改善、生态文明村建设等工作，

制定了一份农村文明卫生户评分表，
主要包括文明建设、房屋前后卫生和
室内卫生三大块内容，由扶贫工作队、
村委会干部和村小组干部三方组成评
分小组，不定时到每家每户检查评分，
引导村民从被动接受到“比学赶超”争
当卫生模范。

“自从村里开展文明卫生户评比
后，我和爱人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就
是打扫卫生。”长沙村村民吉春娇指了
指家门口悬挂着的“文明卫生户”牌
匾，一脸骄傲。

让做得好的村民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同时也让评分落后的村民知耻后

勇，这一评比活动是琼中强力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工作的亮点举措
之一。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通过引
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琼中不定期对全
县100个行政村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暗访督查工作，各乡镇、村级组织也
陆续制定出台考核标准、评比制度与
村民公约，构建起县、乡镇、村委会、村
小组四级监督机制。

“村民们不仅不再乱扔垃圾，甚至
还学会了垃圾分类。”和平镇堑对村垃
圾收集员陈明文介绍，堑对村于2019
年7月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原本以为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让他颇感意外的是，不到半年时间，村
里的垃圾分类合格率便达98%，生活
垃圾减量50%至60%。

在琼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林璐飒
看来，这得益于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们累计整合投入6亿元，全面
开展‘三清两改一建’村庄清洁行动，
人居环境的改善让群众获得感增强之
余，也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肩负起乡
村治理的主体责任。”林璐飒表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并
非一朝一夕之功，琼中建立观念与制
度的双重约束，正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由“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

琼中与海南省潮汕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政企携手共建新农村

兴产业 助村民摘掉“穷帽”实现“逆袭”

建机制 让农村由“一时美”转向“持久美”

补短板 让基建从“绊脚石”变成“发动机”

琼中开发公益性岗位助农村
贫困劳动力稳定增收

就地就近就业
务农不误“上班”

截至目前
开发出农村保洁员、河道管理员、农村公

路养护员、护林员等9类村级公益性岗位

已安排上岗2612人

琼中开展
“爱心乡医”义诊活动
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免费体检

健康扶贫

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将爱心义诊活
动覆盖至各村各寨

本版制图/杨薇

⬆ 俯瞰保蕊村新貌，平整的水泥路纵横交错，崭新的房屋整齐排列。
⬅ 保蕊村旧貌，村民的房屋破旧不堪。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 王积宏 摄

根
据
协
议

双方将就生态旅游业、绿色农业、
绿色工业、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
进行全面深入的合作

其
中

乡村振兴领域
深入开展“千企联千村、共建新农村”项目合作
选取一批基础条件好、主导产业突出、带动效果显著的村庄，实施乡村旅游综合开发

和特色旅游产品开发、发展特色集体经济、探索乡村总部经济发展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