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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大力实施农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

特色产业兴 脱贫门路多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秦海灵
通讯员 林学健

青瓦白墙的新式
民居依着山势错落分
布，仿木栈道蜿蜒架
空在翠绿葱茏的桑田
中，不远处的蚕房里，
村民们正忙着将刚刚
收割的桑叶剪碎给蚕
宝宝喂食……盛夏时
节，走进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湾岭镇岭脚
村，映入眼帘的是一
派村美民富产业兴的
景象。

从守着水田过穷
日子，到几乎家家户
户靠种桑养蚕脱贫致
富，岭脚村的蜕变不
过几年光景。“过去种
地只为填饱肚子，如
今我们靠着种桑养蚕
不仅脱了贫，更盖起
了新房子。”在岭脚村
村民陈世锦看来，正
是有特色产业作支
撑，才让他们奔小康
的脚步愈发铿锵。

岭 脚 村 的“ 桑
农”，只是琼中众多尝
到特色产业甜头的村
民之一。近年来，琼
中大力实施农业特色
产业脱贫工程，选择
种桑养蚕、种益智、养
羊、养鸡等9类特色
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通过调整
优化农业种养结构，
积极引导农户由“多、
零、粗”走向规模化、
品牌化发展，让一批
批特色产业落地生
“金”。

6 月 20日上午，琼中周末爱心扶
贫集市在海口市万绿园迎来“首秀”，
该县10个乡镇50多户农户带来的蜂
蜜、山鸡、灵芝、高山云雾茶等60余种
农副产品现场开售。“开市不到3个小
时，我们的蜂蜜便全部售罄，挣了
1700多元。”回忆起当天的火爆盛况，
琼中吊罗山黎苗寨养蜂合作社社员陈
明军至今难忘。

这是琼中通过消费扶贫助推特色
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真实写照。瞄准消
费扶贫集市与电子商务扶贫相结合这
一关键路径，近年来，琼中积极引导种
养户由“市场叫卖”走向线上线下转型
升级，推动该县“土特产”畅销省内
外。目前，该县以打造湾岭互联网农
业小镇为重点，利用“冬交会”“农博
会”等活动推动电商服务平台建设，共
建成25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特色
农副产品网络交易额累计超过 1000
万元。

线上电商和线下扶贫集市，不仅带
动了琼中特色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吸引
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琼中，
推动琼中“农文旅”向纵深融合发展。

“每年都会在网上买好几次琼中山鸡蛋
和蜂蜜，今年特意过来琼中当地买，顺
便带着家人来感受这里的好生态和民
族文化。”几天前，来自浙江的游客蒋女
士入住琼中堑对村的民宿，临走时拎了
满满几袋“战利品”。

以一瓶蜂蜜或一颗山鸡蛋为起
点，越来越多的游客正和蒋女士一
样，来到琼中开启享受生态、追寻低
碳的悠闲乡村之旅。在尊重农业产
业功能基础上，近年来琼中合理开发
利用农业旅游资源，将琼中蜂蜜、桑
蚕等特色农业产业与“奔格内”乡村
旅游品牌有机融合，通过发展特色种
植、养殖，带动周边观光旅游产业，逐
渐描绘出一幅“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的新“钱景”。

（本报营根7月16日电）

促转型
“农旅”融合活力足

琼中农产品线上线下“热销”

消费扶贫为农产品开拓“出山路”

送信息送岗位送政策

琼中“对症下药”
破解就业难题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林学健

“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心里很慌啊。”对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南利村的脱贫户刘道
樑来说，外出务工一直是他的愿望，可前几个月因疫
情影响，一直未能如愿。

“一方面外省的企业和工厂很难来琼中招人，另
一方面百姓信息不畅通，就业受阻。”在琼中就业服
务中心主任林旖旎看来，要解决基层百姓就业问题，
就得“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就业帮扶措施，破解
就业难题。

了解到企业招工难、村民就业难的情况后，琼中
就业服务中心搜集企业用工信息，通过微信群发送
到各乡镇，宣传企业招工信息，动员劳动者积极参加
应聘，并为有意向务工人员安排专车，统筹输送。

今年5月，琼中就业部门以专人陪同、专车送达
的方式，将包括刘道樑在内的35名外出务工者，前
往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口罩生产工作。“这
可是大公司，月薪能有5000多元。”工作总算有了着
落，这让刘道樑难掩心中喜悦。

为积极应对疫情给琼中就业务工带来的影响，
琼中还对有组织化规模化跨省务工、在同一城市务
工达20人以上的群体，通过联防联控机制提供“点
对点、一站式”直达服务，确保务工者能在最短时间
内到达就业地点。截至目前，琼中共运送17批次
128人往省内外企业返岗务工。

“通过送信息、送岗位、送政策，向企业推介就业
对象，努力让贫困群众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林旖
旎说，为有效打通就业帮扶的“最后一公里”，在精准
入户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琼中搭建对接平台，为贫困
群众提供就业培训、政策咨询、职业介绍等服务，帮
助实现转移就业。

目前，琼中依托海南省公共招聘网、海南直聘
网，打造“琼中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的线上春风行动，引进县内外160多家企业提供
1600多个就业岗位，并组织琼中乐园置业有限公
司、海南琼州珍品有限公司等县内外的267家企
业，举办13期线下招聘会，给贫困群众带去工作岗
位累计4451个。

除了就业务工，琼中还采取“理论+实操”的方
式，组织开展维修电工、家政服务、创业实训（园林）
等实用性较强的线上线下职业技能培训班共23期，
受训2207人，其中有1187名脱贫户参训，让贫困群
众拥有一技之长傍身。

“拥有一技之长，就业并不难。”在琼中就业部门
的引导下，琼中湾岭镇老市村的村民曾德秀参加了
创业实训（园林）培训班，如今他与琼中海鼎旅游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上岗协议，从事园林绿化工作，
每月工资收入能有2500多元。

“在县里的公司工作，不仅有工资领，还能照顾
家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日前，在接到琼中就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回访时，曾德秀连声道谢。

林旖旎介绍，下一步，该县将深入乡镇、村、户三
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宣传发动工作，为劳动者就业
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服务，计划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15期，至少让800余名贫困群众掌
握一技之长。 （本报营根7月16日电）

7月16日上午，琼中什运乡青祖湾
村的青翠桑叶随风摇摆，脱贫户王理辉
在蚕房里忙着清理消毒蚕床，准备饲养
今年的第三批蚕。“前两周刚卖出今年
第二批蚕茧，挣了1600多元呢。”提及养
蚕收入，王理辉难掩心中欣喜。

过去，青祖湾村村民们大多靠几亩稻
田勉强度日，部分人想发展新兴产业，囿
于缺资金少技术，只能作罢。“种桑养蚕见
效快、效益好，技术成熟，一年赚个一两万
不成问题。”王理辉介绍，得益于琼中大力
发展“短平快”特色产业扶贫，他于2018
年8月通过什运乡政府牵线开始发展桑蚕
产业，如今不仅从破旧瓦房搬到小平房，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有奔头。

靠着桑蚕产业走上致富路的，不只
是王理辉。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6
年以来，琼中种桑规模已逾3万亩，包括
1793户贫困户在内的5500多户农户从
事桑蚕养殖，累计收获700万斤蚕茧，养
蚕农户户均增收达1.61万元。

稻改桑让土地效益倍增，如何让有
限的土地产生更大的叠加效益?

琼中和平镇堑对村选择在橡胶林
下套种益智、养殖黑山羊，不久前又刚
刚种下一批咖啡苗，让一块地产生多重
效益。“原先村里耕地少，村民们只能守
着几亩橡胶、槟榔地过穷日子，村集体
经济更是‘口袋空空’。”堑对村村委会
副主任胡开君介绍，在因地制宜引进多
种特色产业后，预计今年村集体收入将
突破20万元。

类似于堑对村的农业产业转型故
事，在琼中并不少见。利用山坡地发展
绿橙产业，利用水旱田发展桑蚕产业，
利用热带雨林丰富的蜜源养蜂……依
托资源、气候和区位三大优势，琼中因
地制宜做足特色产业文章，优先扶持种
桑养蚕、养山鸡、养鹅、稻鱼共生、养蜂
等5类短期见效快的特色产业，辅助扶
持养羊、养牛、益智、油茶等4类中长期
产业，有选择性扶持发展铁皮石斛等其
他产业，正让乡村山野遍地生“金”。

抓特色
产业拓展天地宽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林学健

“蜂蜜味道如何？”“多少钱一
斤？”“什么时候发货？包邮吗？”7月
16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鸭坡村瓦屋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蔡晓玲刚打开手机，一条接一条
的微信消息便不断弹出来，让她应
接不暇。

此前，由于疫情影响导致物流停
运、交通不畅，合作社的蜂蜜、鸭蛋、
山兰酒、牛大力等农产品滞销，令蔡
晓玲焦虑不已。直到琼中消费扶贫

活动的开展，不少游客现场“买买
买”，这才让她解了困。

4月21日至22日，琼中举行今
年首场消费扶贫“春风大行”活动。
短短两天时间，蔡晓玲卖光了合作社
三分之二的库存产品，总价值3000
多元。“不少游客还和我互加了微信，
说是回去后要把我们的产品推广给
亲戚朋友。”蔡晓玲说，由于添加人
数、微信转账数量较多，21日那天她
的手机甚至还一度出现卡顿，让她笑
言“这是甜蜜的烦恼”。

像蔡晓玲一样通过消费扶贫解

困的案例，在琼中还有不少。
7月11日上午，位于海口市万绿

园举行的“黎苗风情、乐享琼中”周末
爱心扶贫集市现场，海南琼中美味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凌正忙着
将打包好的琼中山鸡、山鸡蛋、阉鸡
等农产品整齐地摆上展台。

“疫情导致酒楼、饭店不开张，年
前已经对接好的山鸡订单全泡汤。”杨
凌说，幸好有政府帮忙搭桥牵线，让他
们有机会销售农产品，每周末平均下
来都可以卖出2500多元的农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从 6月

20日开始，琼中与民革海南省委对
接协商，在海口万绿园定期开展“黎
苗风情、乐享琼中”周末爱心扶贫集
市活动，将琼中最健康、最地道、最
有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摆上展台。
经过前两场周末集市活动，累计共
有53家合作社（企业）和农户参与
展销，销售总金额达19.67万元，惠
及3575户贫困户。截至6月底，琼
中在各乡镇、县城及海口万绿园共举
办集市活动共12场，累计实现现场销
售总额215.36万元。

线下销售火热，线上也不甘示

弱。以电商为媒介，琼中县领导化身
主播为农产品代言，通过现场直播为
广大网友宣传推介琼中小黄牛、蜂
蜜、木瓜、新伟红茶、新伟春茶、菠萝
蜜、琼中山鸡、山鸡蛋等特色农产品，
多渠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下一步，琼中将继续开展“扶贫
周末小集市”活动，并通过各类演出、
娱乐互动等文化下乡活动吸引消费
者、组织流动夜市、扶贫集市等多种
丰富多彩的消费形式带动夜间经济，
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本报营根7月16日电）

每天清晨，琼中红毛镇坎茂村村民
王国敏都会早早出门，直奔村里的黑山
羊养殖栏舍。“我现在每天负责在合作
社打扫卫生、照顾羊崽，可以领工资不
说，还可以学到技术呢。”王国敏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靠着合作社分红及务工的
收入，他早已于2018年底顺利脱贫。

当上“羊倌”，对于王国敏而言算是
梦想成真。前些年，琼中不少群众都靠
着养殖黑山羊挣了钱，勾得他心里直痒
痒，可一想到缺乏技术、市场销售难、规
模小等难题，不禁又打起“退堂鼓”。“一
个人单打独斗，力量始终太小。”王国敏
说，直到2017年红毛镇探索推行“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的抱团发展模式，这
才让他鼓足勇气开始接触黑山羊养殖
产业。

由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展，近年来
琼中摸索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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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抱团”发展的方
式击破“产业单一”“孤立无援”等病态
产业发展困局，深化经营主体与贫困户
的利益联结，从根本上打消贫困群众的
顾虑，致富道路更加稳当。

“基地的山鸡养殖规模大，销路不
用愁，利润高分红自然也多。”在琼中黎
母山镇干埇村山鸡产业发展脱贫示范
基地，当地村民覃国光和母亲成了同
事，两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有6000余元，
再加上年底分红，一家人年收入达近9
万元，早早实现了脱贫。

2018年11月，该养殖基地按照“村
集体+基地+贫困户(农户)”的发展模式，
吸纳320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抱团发
展，同时带动9个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2019年 9月，基地实现第一次产业分
红，分红资金达42.85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琼中依
托“四种模式”建成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127个，规范运营专业合作社48家，引
导经营主体带动一批脱贫户在生产中
学习技能，实现抱团发展、高质量脱贫。

创模式
“抱团”发展致富稳

“春风行动”就业扶贫招聘会在琼中举办。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 林学健 摄

琼中种桑养蚕。 琼中蜂蜜。 琼中绿橙。

琼中上安小黄牛。李幸璜 摄

就业扶贫

消费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