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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大型系列专刊A10 解放 年 美好新海南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之时，正
值陵水冬季瓜菜大量上市。疫情给
陵水瓜菜销售带来困难，对广大脱
贫户的收入造成直接影响，对陵水
的各级干部也是一次特殊的考验。

陵水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全力
“应考”，短时间内出台了《陵水黎族
自治县2019-2020年冬季瓜果蔬
菜保供给应急工作措施》《陵水黎族
自治县2020年脱贫攻坚强弱项补
短板九条措施》《陵水黎族自治县抗
疫情 保增收 防返贫十六条措施》

等文件，部署贫困群众就业务工、恢
复生产、农产品销售、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等工作。

“如果不是工作队的帮助，我家
的4亩花生就烂地里了。”今年3月，
三才镇朝美村村民种植的花生受疫
情影响出现滞销，得知消息的朝美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立即行动起
来，多方打听收集市场信息，想方设
法扩宽销售渠道。队员们通过微信
朋友圈、微信群等途径宣传，两星期
就帮助农户销售花生1000多斤。

此外，为支援湖北疫区，陵水多
部门联动，充分发动爱心企业和“候
鸟”爱心人士等参与认购认捐当地瓜
菜，特别是脱贫户种植的瓜菜，组织了
5批次大规模爱心瓜菜驰援疫区，减
轻了疫情对脱贫户瓜菜销售的影响。

陵水还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
跨区域输出等10条措施，让贫困群
众端稳就业“饭碗”。推荐1006名贫
困劳动力到企业、扶贫车间（基地）务
工，“点对点”推荐144名贫困务工人
员启程赴深圳比亚迪公司就业。截

至今年5月底，陵水通过提供防控疫
情临时公益岗、就近就业、劳务输出、
提供就业信息等方式实现已外出务
工人数18059人，较去年增长8.5%。

此外，陵水还出台消费扶贫“春
风大行动”活动方案，开展电商旅游
消费扶贫节、爱心扶贫集市以及县
领导“直播带货”等系列活动，截至5
月19日，共计销售带贫企业农产品
1460.60吨，收入710.14万元，销售
贫困户农产品 3657.11 吨、收入
1509.72万元。

层层压实责任，产业多点开花，落实“一抗三保”防返贫

陵水：强化作风建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老百姓看
到的变化是什么？

“我在村里的扶贫产
业基地务工，每月多了
3000元收入！”陵水黎族
自治县提蒙乡远景村脱贫
户林道强笑道，脱贫是能
够靠自己的劳动改变生
活。“去年我家在政府的帮
助下建起了干净整洁的厕
所。”在英州镇红鞋村脱贫
户吉会增看来，脱贫是生
活环境越来越好。

这些喜人变化在陵水
还有很多。截至今年5月
底，陵水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户 10504 户 42850 人
已全部脱贫。其中2019
年 完 成 脱 贫 1283 户
3436 人，超额完成年初
省下达3420人的脱贫任
务，40个建档贫困村均已
脱贫出列，全县贫困发生
率降至零。

2019年以来，陵水持
续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群
众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
引领脱贫攻坚工作向更深
更实推进。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陵水落实
“一抗三保”等多项举措，
防止脱贫户因“疫”返贫。

陵水县委书记符鸣表
示，该县将进一步强化责
任担当，以“一天当三天
用”的干劲和“干一件成一
件”的韧劲，持续巩固提升
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产业
发展，强化贫困人口稳岗
就业，建立健全脱贫稳定
增收机制，确保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今年3月初，虽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但全县针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与贫困边缘户家庭情况的普查工
作已经开始。”陵水县扶贫办副主任
蔡先洪介绍，普查期间走访调查建
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之余，陵水县
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还召开2次
工作会议，同时派出5个督导组分
别对11个乡镇督导。

挨家挨户重新开展地毯式排查，
正是强调全县扶贫干部要坚决克服
松懈、乐观、麻痹思想，针对基础不
牢、数据不准、底数不清的现象，紧紧
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精
准摸排，发现一个、整改一个，推动脱
贫攻坚工作做透、做细、做实。

提高驻村干部能力方面，陵水
安排经验丰富的干部对新调整的驻
村干部开展“传帮带”；召开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线上培训会、乡村振兴
工作队信息员培训会等，帮助驻村
干部熟悉业务；举办“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专题培训班，对新选派的扶
贫干部现场培训。

结合全县“作风建设年”活动，
今年陵水共查摆“三保障”和资金项
目管理等 7 个方面 13 项 47 个问
题。陵水县委还定期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问题整改工作，同时成立8个
监督检查组开展专项抽查复核“回
头看”，确保整改到位、见实效。截
至6月18日，47个问题已全部完成

整改，完成率100%。
此外，陵水深入推进扶贫领域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大力整治扶贫
领域存在的“四风问题”。2019年，
陵水共查处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1
人、诫勉谈话22人、提醒谈话216人
次、通报批评21人、通报批评党组
织10个。

6月22日，全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指挥部第5次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后，陵水立即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工
作。符鸣表示，陵水将进一步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边改边查，挂图作战
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持续开展脱贫攻
坚“回头看”；建立好返贫监测预警和

动态帮扶机制；对工作不落实、整改
不彻底、重复出现问题的单位和干
部，追责问责，坚决从严从重处理。

排列整齐的数千根支架上绕
着火龙果藤，翠绿枝条四散，硕果
累累。“已经采摘了1.7万斤，预计
今年有10万斤产量。”6月14日，在
陵水本号镇军普村火龙果扶贫产
业基地（二期），该村村委会副主任
杨文介绍。

“我在基地务工，每月收入比从
前多了3500元。”该村脱贫户符友雄
一边忙活着一边说，目前共有5名脱
贫户每月固定在基地务工，农忙时还
会有更多脱贫户过来打零工。

如今，军普村的火龙果产业从

一期发展到二期，从与企业合作到
成立村集体企业，而在军普村落地
的“一村一企业一体系”的产业发展
模式也已在本号全镇铺开，22个行
政村成立了22家村集体企业。

近年来，陵水大力推行“五带动
全覆盖”模式，引入和培育壮大“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致富能人、共
享农庄”五类经营主体，通过“土地
流转、股份合作、劳务用工、订单农
业、科技帮扶”五类利益联结机制，
产业组织化程度达到90%以上，有
效带动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去年我们利用县里出台的土
地流转政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这
80亩地到村集体手中，去年9月份
建成了远景苗木花卉培育基地。”提
蒙乡常务副乡长苏兴华介绍，该基
地主要培育百香果、金椰子、波罗
蜜、三角梅，目前基地已经有产值80
多万元。

此外，陵水积极引导各乡镇以
“合作社+贫困户”“公司+贫困户”
的发展模式，提升产品附加值，降低
农户风险。提蒙乡与陵水宝陵蛋鸡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蛋鸡养殖

项目，11个乡镇与青利和晨海2家
企业发展了水产种苗养殖项目，实
现了合作共赢、抱团发展。

“我们今年还将各个乡镇的扶
贫资金集中使用，投入到经营较好、
效益较高的扶贫企业中去，避免扶
贫产业‘小散弱’的现象，最大程度
降低风险，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益。”
蔡先洪介绍，陵水以各乡镇的扶贫
资金与水产龙头企业合作，建设水
产南繁种苗养殖项目，预计每年
10%的投资回报率，全县11个乡镇
的9987户贫困户将从中受益。

本号镇芭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用心帮扶出实效
6月13日下午，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芭蕉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水泥村道和村
道上一盏盏白色路灯。“我们协助做好危房改造
和‘厕所革命’工作，2019年芭蕉村共改造危房
16户，改造厕所57户。”芭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魏文豪介绍，经过“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和
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得到进一步提升。

驻村以来，工作队队员黄琨、冯愉皓和魏文
豪一道，每月都要遍访贫困户一次，拉拉家常、宣
讲政策、了解所需，帮助解决困难，既对村里的工
作知根知底，又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同时，工作队积极推动产业扶贫发展。帮助
该村与罗牛山合作建设养猪场、养鸡场，目前养
鸡场存栏1万只鸡，养猪场存栏800头猪。2019
年，脱贫户每户实现分红600元。

大力推进消费扶贫，共组织了4次消费扶
贫。在魏文豪的联系下，省高院干警大力支持芭
蕉村的扶贫工作，农户种养的猪、家禽及农产品
被运到省高院销售，魏文豪号召干警以及自己的
亲朋好友购买，消费扶贫的金额达9万余元，大
大减轻了村里农副产品的销售压力，增加了农民
的收入。

此外，来自省高院的魏文豪还结合自身实
际，在芭蕉村扎实开展法治扶贫，把涉及农村的

“扫黑除恶”相关法律知识制成通俗易懂的PPT
向村民讲解，效果很好。这些努力，也使芭蕉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荣获“2019年度海南省打赢脱
贫攻坚战先进集体”称号。

隆广镇五一村党支部书记谭兴文：

村里扶贫主心骨
“我干了5年扶贫工作，看到村民如期脱贫，

我的心情也舒坦多了。”6月14日，陵水黎族自
治县隆广镇五一村党支部书记谭兴文笑道，做好
村里的扶贫工作，每天走村串户最能了解情况，
才好因户施策。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谭兴文走村入户，全面了解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和
致贫原因，引导和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确立了
以发展就业、产业、创业“三业”为脱贫攻坚主抓
手，深挖致贫根源，先后组织该村86人次外出务
工，有效帮助了该村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产业发展上，谭兴文围绕贫困群众所需所
盼，成立了村级企业购买吸污车，采取“村集体经
济加农户”参与粪污抽取、转运、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在增加企业收入的同时，也为村民创
造了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

此外，谭兴文还先后落实完成了106户（其
中贫困户63户）厕所改造工作任务，同时发动
群众100多人次参与环境卫生整治6次，取得
明显的成效，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打下坚实基
础，真正让群众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
住安全房。

2019年底，五一村全村123户、536名贫困
户全部实现脱贫，不落一户一人。谭兴文也因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表现突出，荣获“2019年度海南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个人”称号。

4月2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举
办荔枝文化节，通过现场签订购
销合同、邀市民游客采摘品尝、县
长“直播带货”等形式，线上线下
促销荔枝，当天签约订单金额3.2
亿元，订单量达 2 万吨。进一步
打响了陵水荔枝品牌，2019 年，

“陵水荔枝”已获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

近年来，陵水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农业的品牌化建设，不断出

台扶持政策，鼓励创造品牌。同
时，陵水凭借丰富的农业资源优
势，以市场为导向，突出地方特色，
以产业育品牌，以品牌拓市场，品
牌农业发展成效明显。

“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督促
龙头企业以及合作社等积极申报
无公害食品、绿色和有机农产品认
证，来创造更多的农产品品牌。”陵
水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
时陵水围绕优势主导产业，通过加

强政策扶持，强化服务指导等措
施，抓标准、育典型、搞示范，促进
陵水特色农产品品牌的发展。

目前，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有
“陵水槟榔”“美月西瓜”“陵水圣
女果”等164个，其中“陵水槟榔”

“陵水黄灯笼辣椒”为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美月西瓜”“鲁宏荔枝”

“广陵农业”为省农产品著名商
标。“陵水圣女果”“陵水荔枝”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以节会为媒宣传品牌也成为
陵水推进品牌农业的一个重要抓
手。2019年冬交会上，陵水25家
企业携68种农副产品参会。“希望
通过冬交会这一优势平台，进一步
展示推广陵水优质农产品，提升陵
水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陵水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2019年，陵水完成圣女果、哈
密瓜、荔枝等 22个农产品的礼品

包装、物流包装的设计，增强品牌
效应。

陵水还完成了圣女果、哈密
瓜、荔枝等 22种陵水特色品牌农
产品溯源系统技术平台的建设，搭
配22种农产品的防伪溯源标签也
已制作完成并投入使用。“建立起
品牌溯源体系，极大强化了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手段，有利于提升陵
水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陵水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版策划 撰文/君琼 本版图片/武昊）

加大农业品牌创建工作力度，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达到164个

农业品牌化 陵水在路上

压实责任，强化作风细为先

因地制宜，产业发展谋长效

齐抓共管，“一抗三保”防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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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俯瞰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普村火龙果基地低空俯瞰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普村火龙果基地。。

2020陵水电商旅游消费
扶贫节上，企业代表以直播带
货的形式推介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