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精准施策帮扶东方市天安乡光益村，发动贫困群众汇聚合力共同致富

发展产业助力增收 打造美丽宜居村庄
■ 本报记者 刘操

20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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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光益村，不少民居前都有一顶“帐
篷”。王冰介绍，这是光益村的光伏产业，借助
阳光照射产生的电能，通过并网发电向南方电
网输送电能，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让贫
困户的收入有所保障。

为解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问题，光
益村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了村级
组织“造血”功能。

据统计，近年来在光益村党支部带领下，村
民们因地制宜，巩固传统产业。2019年度，光益
村以每户资助南瓜种子和复合肥对贫困户进行
帮扶（每亩一桶种子，一包复合肥），2019年共资
助种植1288亩南瓜，物资金额共计45.08万元；
以每户资助辣椒种子对贫困户进行帮扶，共给贫
困户发放辣椒种子984包，价值逾5万元；入股东

方永得实业有限公司项目，以每人资助2300元
入股该公司，按10%固定分红，项目总投资
102.58万元，预计每年可给贫困户分红10万元。

2020年，光益村入股东方之春项目。以
每一贫困人口资助600元入股到该公司，按
10%分红。项目总投资42.84万元。每年可给
贫困户分红4.284万元；天安乡政府、东方市民
政局共采购1711包肥料，1691桶南瓜种子，
890包辣椒种子、抽水机、打药机75台等生产
物资，价值约76万元，发放给贫困户，帮助贫
困户发展生产而致富。

在落实消费扶贫过程中，省民政厅干部职
工购买蜂蜜82瓶，大米810斤，价值7679元；
开展消费扶贫集市专场活动，共108户贫困户
组织南瓜、米、蜂蜜等物品参加交易，活动现场

交易总额10591元。该厅还协调组织销售辣
椒、芒果，增加贫困户经营性收入。

对村“两委”干部、创业致富带头人、实用
科技人才的三支队伍培训，从帮党建帮思想入
手，开展“四议两公开”、村财管理、专题讲座、
上党课、交心谈心等教育和培训，组织村“两
委”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到白沙、琼中等地参
观学习，提高光益村党支部脱贫攻坚战斗力和
带领群众发展的工作能力。开展贫困户技能
培训，共250人次参加，培训贫困户火龙果种
植技术，增强在基地务工本领，发动贫困户参
加市、乡组织的技能培训，为外出务工夯实基
础。协调东方之春火龙果基地招收本村村民
务工，由本村村民分别带领两个务工队，到周
边采摘、包装芒果，增加收入。

全省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联系社会帮扶资源与贫困

人口的重要纽带，是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
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是构建“三位一
体”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省社会组织响应省委省政
府号召，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已作出了重要
贡献。但目前我省脱贫攻坚收官战已到了
最关键的时期，面临的任务依然较重，需要
社会各界继续努力。为引导和鼓励社会组
织进一步参与脱贫攻坚，实现社会帮扶资
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特向全省社会组
织发出如下倡议：

一、参与消费扶贫。消费扶贫是通过
消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与服务，帮
助贫困人口增收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
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之一。参与
消费扶贫，既是社会组织彰显责任担当、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重要任务，也是有
效满足自身物资需求的现实举措。全省各
社会组织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商业资
源，坚决响应省扶贫办消费扶贫月集中采
购活动中的有关要求，积极采购已认定的
扶贫产品，带头参与消费扶贫。

二、参与产业扶贫。行业协会商会要
发挥人才、技术、信息等优势，围绕市场需

求，组织会员企业、专业人才帮助困难群众
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乡村旅游业，
以及互联网产业，举办讲座和培训，促进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三、参与教育扶贫。民办学校、培训
机构要发挥专业资源优势，组织师资力量
参与教育扶贫，通过结对帮扶、扶贫助学
助困，为经济薄弱村和贫困户提供形式多
样、务实有效的技能培训，帮助贫困群众
掌握一技之长，增强“造血”功能和自我发
展能力。

四、参与医疗扶贫。鼓励有条件的社
会组织对贫困人口开展义诊、免费体检等

公益活动，针对贫困人口实施儿童营养改
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等健康项目，帮助他
们解决大病、地方病、慢性病治疗等问题，
依托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向社会公众进行募捐，
加大慈善医疗救助力度，精准对接特殊困
难家庭，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

五、参与志愿扶贫。志愿服务类社会
组织要发挥扶贫志愿服务优势，组织爱心
人士到贫困村镇开展扶贫志愿服务，为贫
困人口提供心理疏导、生活帮扶、权益保
障，以及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服务。特别
是对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留守老年人以及

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人员，要保持经常联
系，加强走访探视，及时提供帮助。

众智谋事必明，众力举事必成。参与
脱贫攻坚既是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重要体现，也是
社会组织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希望全省
社会组织迅速动员和行动起来，携手同行，
共襄善举，为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海南省民政厅
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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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在海南冬季瓜
菜的备耕时节，温暖的阳光照
进东方市天安乡光益村，喜悦
洋溢在村民的脸上。省民政
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给光益村
带来了由社会组织定向帮扶
的30万元。同时，省民政厅
相关负责人与贫困群众现场
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在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
他们送上国庆、中秋慰问品。

光益村是海南省民政厅
的定点扶贫村，4年多来，省
民政厅调动厅机关各处室、直
属各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
光益村的扶贫工作，紧紧围绕
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目标，
多措并举、群策群力，努力激
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发动贫
困群众汇聚合力共同致富。
为加强民生兜底保障，省民政
厅派专人指导和全程帮助村
里的贫困户调整产业结构、发
展种养业，为当地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对于光益村村民而言，过
去的4年，收入逐年增长，生
活环境持续改善，日子一天比
一天红火。

海南省民政厅 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关于动员全省社会组织进一步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的倡议书

光益村是东方市较为偏远的一个少数民
族贫困村庄。曾经，这里的村民观念落后、产
业单一、缺少资金，多靠种植水稻为生，收入微
薄。为改变该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省民政厅这
位城里“亲戚”多方走访调研，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党员带头作用，在光益村党支部推行“党
支部成员+贫困户”的党建引领产业扶贫新模
式，为贫困户带来了脱贫的希望。

在将光益村列为定点扶贫村后，省民政厅
党组高度重视，党组书记、厅长苗延红多次主
持研究扶贫工作，定时听取驻村工作队汇报；
厅领导带领有关责任处室开展实地调研，走访
慰问贫困户，召开座谈会，与帮扶光益村的市、
乡、村三级的干部们一同为这个偏僻的黎族村
庄想办法、找对策、促落实。

省民政厅每年都会组织发动全厅机关处室
和直属单位进村入户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对光
益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行一对一帮扶责
任考核，明确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作为年终
考核的重要内容。今年，省民政厅、东方市民政
局等帮扶单位5批次进村入户走访慰问，宣传
扶贫政策，关心了解帮扶对象生产生活的情况，

了解贫困户的需求，并进行走访慰问和关爱服
务。共发放慰问品676份，价值8.79万元。

9月22日上午，苗延红率省民政厅调研组
来到光益村，就定点帮扶村庄天安乡光益村脱
贫攻坚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在光益村广场前，
苗延红现场给光益村162户贫困户进行励志
宣讲，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勤劳致富，争取把自
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围绕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在省民政厅
驻村干部的策划下，光益村制定了《光益村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光益村贫困户“积
分制”实施方案》《光益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光益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关
于电视夜校管理规定》《限酒倡议书》《村规民
约》等文件，营造浓厚的脱贫氛围，引导贫困户
摒弃“等靠要”思想。

去年，光益村在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开展
了“最美贫困户”、励志贫困户、最美儿媳、孝亲敬
老贫困户等评选活动。光益村专门召开村民代
表、村“两委”干部、全体党员参加的大会，采取不
计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13户自力更生、勤劳致
富、群众口碑好、认可度高的脱贫先进典型。“通

过挖掘勤劳致富的典型事例，引导村民以勤劳为
荣、以懒惰为耻，激发广大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致力营造‘我脱贫、我光荣’的社会氛围。”省民政
厅驻光益村第一书记王冰表示。

“我们从家庭美德、社会公德、遵纪守法、
内生动力、配合工作等五方面评分，并按‘一分
一元’的形式兑现生活用品。”王冰说，探索“积
分制”扶贫管理，转变了贫困群众“等靠要懒”
思想，调动了他们的发展积极性，激发了贫困
村民的脱贫信心，让“比着干”成为常态，让脱
贫成为共识，让他们自觉、积极地参与到脱贫
攻坚行动中，把“扶志”真正落到实处。

今年来，光益村全面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充分发挥村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对全村162户
贫困户、5户边缘户和11户低保户全面排查，
开展帮扶成效“回头看”，紧盯重点人员（指监
测户、边缘户，以及有返贫风险的贫困户），开
展针对性的帮扶工作。包括对30户渗、漏水、
裂等的住房维修，对全部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
帮扶需求调查，增加４户兜底纳保等，确保所
有帮扶政策兑现落实到位、高标准完成安全饮
水和“两不愁、三保障”。

村民腰包鼓了，光益村开始着手改善村庄环境，
致力打造美丽乡村。如今走进光益村，崭新洁净
的硬化村道、规划统一的靓丽民居和清新优美的自
然环境，构成了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政府部门为
贫困户修建的房屋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树成荫。

“去年以来，我们组织村‘两委’干部、贫困
户、驻村工作队员等，利用每个周四进行环境卫
生整治，对农户庭院乱堆乱放问题进行劝导整
改。”王冰介绍，光益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多方
筹措资金，投入5万元建设光益新村饮用水引水
工程，投入15万元建设良任村排水沟、花池、村
民活动广场拦水墙、村委会广场等，对村公共部
位绿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据统计，近年来，省民政厅共投资68万元，
建成太阳能路灯68盏，解决三个自然村道路照
明问题；投资5万元，在良任村安装一套碾米机
设备，方便本村群众碾米，且米糠作为草香猪养
殖饲料；投入20万元，购买水泥、砖，发放给全村
农户，群众购买砂子、投工投劳，采取互帮互助的
方式，对庭院进行硬化改造；投入15万元，建设
良任村花池、排水沟、绿化等，美化人居环境。

“我们采取村里发放水泥、农户自备河砂的
方式，互帮互助、投工投劳开展了庭院硬化等人
居环境整治举措，村容村貌变美了，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积极性也高了。”光益村党支部书记马小
东说，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光益村发生了可喜
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贫困户的心态、思想观念和
精神面貌的转变。

不仅是产业发展让村民充满活力，在省市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光益村的喜人变化
是全方位的。近年来，这里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
水，村路都实现了硬化，互联网也连通了家家户
户。省民政厅还投入资金升级改造村广播系统，
为群众搭起空中广播学堂，村干部定期通过录制
黎话歌曲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扶贫政策。

如今，光益村已实现整体脱贫，省民政厅制定
了新的工作计划，让定点扶贫工作扎实推进再上
新台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扶贫开发
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盯住脱贫攻坚工作目标，巩
固现有帮扶成果，把扶贫工作扎实推进，再上新台
阶。”王冰表示。 （本报八所10月15日电）

积极引导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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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益村2020年爱心扶贫集市。

光益村2020年贫困户积分奖
品发放现场。

（本版图片由省民政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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