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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我们家的牛肉又嫩又鲜，
用来煎或炒都好吃！”在近日举办的定
安县爱心消费扶贫大集市雷鸣专场活
动中，脱贫户蒙绪江的叫卖声吸引不少
人来到他的展位前。几经询问后，大家
纷纷拿出手机扫码下单。半天下来，蒙
绪江的收入达近万元。

这是定安积极探索消费扶贫模式
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定安县结合当地实际，积极
调动社会力量，成功探索出了“一丰一
创两带三争”的消费扶贫模式。

定安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一丰”是指通过丰富扶贫产品种类，
尽可能地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为消费
者提供多样选择。“一创”是指为农户
创新制作收款二维码，开展线上交
易，让农户直接变商户。“两带”指的
是通过帮扶人带动贫困户、致富带头
人带动贫困户，引导、指导贫困户发
展特色种养业，帮助贫困户联系买
家，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三争”即
鼓励广大群众争做消费扶贫达人，积
极购买扶贫农特产品；争做爱心帮扶
先锋，踊跃结对帮扶贫困群众；争做
爱心扶贫代言人，传播消费扶贫正能

量，构建“人人参与消费扶贫、人人支
持消费扶贫、人人宣传消费扶贫”的
社会扶贫新格局。

在“一丰一创两带三争”消费扶贫
模式推行下，为让贫困户生产的农产
品能够与市场成功对接，定安县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了多项措施。例
如，在线上，该县将定安黑猪、走地鸡
以及芋头等一批优质农特产品在海南
爱心扶贫网集中上架销售；在线下，该
县发动乡镇、学校和企业食堂、县招待
所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定期定点向贫
困户采购农产品，并根据农产品特点

和收获时间，在城区和乡镇举办“爱心
扶贫大集市”活动。

截至目前，定安2020年已累计举
办25场“爱心消费扶贫”活动，累计销
售扶贫产品693.51万元，带动1268户
贫困户实现增收。海南爱心扶贫网
上，定安爱心消费扶贫金额达957.9万
元，位居该网销量第二。

“一丰一创两带三争”消费扶贫模
式也逐渐受到更多认可。2019年11
月，凭借该模式，定安县成为海南省唯
一一个入选并获得2019年全国消费扶
贫典型案例奖的市县。

近日，由于大闸蟹的上市，定安
“渔光互补”产业扶贫项目基地里的工
人们忙得不亦乐乎。基地里，除了人
们忙碌的身影，一排排光伏电板在塘
上排列整齐，塘下一只只大闸蟹、澳洲
小龙虾茁壮成长。

白天，光伏电板将光源转换为电
能传输到国家电网，与塘下养殖物的
生长互不干扰。这样的立体式产业不
仅可以让农户拥有养殖的收益，还可
以增添光伏发电的效益，既环保又能

增收，一举两得。
效益如何？据定安县农业农村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定安“渔光互补”产
业扶贫项目依托废弃鱼塘招商引资，
采取“政府+企业+村集体+贫困户”和

“公司+贫困户”两种合作模式，年产值
超过800万元，直接带动定城镇123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像“渔光互补”这样的绿色产业扶
贫方式在定安并非孤例。“在基地打
工，我不仅脱了贫，今年还盖起了新房

子!”近日，在定安龙湖镇南科食用菌栽
培基地，脱贫户林千乔一边忙着搬运
刚刚制作好的菌包，一边高兴地跟大
家分享喜讯。

林千乔手中的菌包由木屑、玉米
秆、秸秆等材料制成，对比其他菌包既
环保，又价廉。制作好的菌包可以用
来培植蘑菇，菌包废弃后还可以用作
家禽饲料和农作物肥料，真正实现绿
色生态循环。也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思
路下，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近年来的

道路越走越宽，并带领包括林千乔在
内的380户贫困户成功脱贫。

定安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立足生态优先，定安探索发展了一
批“生态循环”“农旅融合”的立体农
业，在保护和美化农村环境的同时，孵
化培育了龙湖南科、香草田园、南华养
殖等一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发
展的涉农惠民企业，不仅有效地帮助
了一批脱贫户成功增收致富，同时获
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

“我每个月都能挣到近万元。”谈起
自己如今的收入，定安县龙门镇龙门村
村民梁振红笑着说，“多亏了县里给我
提供的免费培训机会，让我学到了科学
育儿的技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梁振红提到的技能，其实是从定
安县举办的“精准培训，助力扶贫”家
政技能提升培训班中学到的。

结束90个课时的培训后，她不仅
获得了育儿相关的职业技能结业证
书，还接到了多名雇主的“订单”。因
为服务专业，梁振红很受欢迎。

如今在定安，这样的家政技能培
训并不少见。从月嫂到保育员，从产

后康复师到老年看护……许多贫困人
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口
通过培训掌握了真本领，实现了就业
增收。

定安县就业局局长袁正中介绍，
今年以来，定安县围绕“定安护工”劳
务品牌打造，已举办包含家政服务在
内的各类技能培训班共 50期，培训
4817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899人，实
现有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参
加技能技术培训。

结合定安粽子特色产业，今年端
午节前夕，定安还开展了5期“创新创
业+粽子裹绑”技能培训，培训后的学

员成为各粽子企业厂房的中坚力量，
助力定安粽子今年产值达到4.35 亿
元，带动就业3万多人。

同时，为克服疫情影响，定安采取
全职、临时长短结合，开设公益性岗
位、扶贫专岗等方式，多措并举，积极
开展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截至
目前，定安今年已组织外出务工贫困
人员15265人，比2019年外出务工人
数多1364人，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内
生动力，激励贫困户自力更生，实现贫
困户“造血”式脱贫。

定安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定安将充分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

用，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通过
制定并不断完善清晰的工作目标、思
路和方法，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确保脱贫质效。同时，将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工
作有机结合，突出重点任务，抓好薄弱
环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感恩教育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树立感党恩、勤
致富的社会风尚，营造脱贫光荣的良
好氛围；在技能培训、产业扶持、就业
务工等方面加大扶持，全面提升脱贫
攻坚工作质量，为全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出定安贡献。

（本报定城10月15日电）

多点发力抓实就业扶贫C

2016年以来，定安
全县36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实现脱贫 8744
户36542人，贫困发生
率从11.09％降至目前
的 0.005%，脱贫成果
进一步巩固，贫困人口
素质显著提高，家庭人
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
……这份沉甸甸的“成
绩单”，离不开定安在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道路上的大胆探索与
机制创新。

近年来，定安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狠抓落实，细化举
措，勇于探索创新思路，
面对艰巨繁重的脱贫攻
坚任务，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扶贫路。

构建新型消费扶贫模式，持续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多点发力抓实就业扶贫

探索扶贫新路径 脱贫攻坚见成效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持续发展绿色生态产业B

构建新型消费扶贫模式A
定安发展乡村旅游促贫困户增收

吃上旅游饭
脱贫门路宽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10月13日一大早，和往常一样，定安
县龙湖镇安仁村脱贫户黄基运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今天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巡逻
援圆流长百草农业观光园内所有种植区。

今年59岁的黄基运在观光园工作
已经有3年，“工作地点就在家附近，干
活轻松，每月还能有2000块钱收入，比
我过去的生活好太多了！”黄基运感慨
道。事实上，他是一名高度近视患者。
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每一次外出寻求工
作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我放弃了，每个
月靠着200多元的低保补贴过日子。”

转机发生在2017年。当年，定安县
旅文部门引进文笔峰景区在安仁村建设
农业观光园项目，同时为安仁村策划开
发了以采摘游为主题的乡村旅游路线。

也是在那一年，黄基运在家门口的
援圆流长百草农业观光园应聘上了管护
员的工作。和他一起入职的，还有同村
的多名贫困户。

在园区的带动下，安仁村启动了入
村路、环村路、巷路的全面硬化，完成了
旅游标识、文创项目、停车位、路灯等基
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了整村人居环
境及旅游环境的水平。越来越完善的基
础设施，也激发了安仁村更深层次的旅
游活力。几年下来，来安仁村观光旅游
的游客越来越多，也让越来越多的贫困
群众开始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定安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大
力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定安还加强旅游
文化企业与旅游扶贫示范村结对帮扶。

“除了每月的工资，我现在每年还能
获得2500多元的分红。”黄基运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看着近3年来自己的日子
一步步变好，周围不少人对他感到羡慕。

这样的故事如今在定安并不少见。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升温，“全
域旅游+扶贫”新模式也成为定安的新
探索。通过将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目前定安已打
造出一批具备游客接待能力的星级美丽
乡村，同时依托全域旅游，引导贫困群众
发展土特产与手工制品销售、乡村民宿、
农家乐等旅游产业，让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吃上了“旅游饭”。

“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旅游
扶贫重点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开发
包括蘑菇、定安黑猪、粽子等在内的本土
特色产品，同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不断
强化乡村旅游培训，依靠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提高贫困人口旅游服务能力，让他们
的‘旅游饭’吃得更香、更美味。”定安县旅
文局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定城10月15日电）

定安建立健全控辍保学工作台账，落实
“双线控辍”工作机制，今年春季为9167名贫
困学生发放教育扶贫资金补助共 2163.64万
元。秋季为 5326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放
特惠性资金688.68万元。确保“应助尽助、精
准资助”，实现贫困家庭子女“无失学、辍学”。

教育保障
实现应助尽助

全县 97家行政村卫生室按标
准配齐 128名乡村医生，贫困户基
本医疗和大病保险覆盖率、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均达 100%。

医疗保障
筑牢四道防线

全县四类人员危房改造竣工
入住342户，入住率 100%。

住房保障
提升村容村貌

投入 1468万元建设 19个解决
农村季节性饮水问题项目，确保贫
困村、贫困户饮水持续达标，并进
一步保障农村饮水设施条件。

饮水保障
确保户户安全

在定安县爱心扶贫大
集市，网红主播通过直播平
台推销扶贫农产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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