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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攻坚战

精准识别 三项保障 就业扶贫

产业扶贫 志智双扶 作风整治

基础设施 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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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响攻坚战，建立贫困户“1+2+X”增收模式

尽锐出战斩穷根 综合施策摘贫帽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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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 2016 年洋浦被纳入海南省

“十三五”期间扶贫计划以来，洋浦工
委、管委会全力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坚持尽锐出战，从全区抽调20名干
部到三都区挂职，充实扶贫干部力
量；安排353人帮扶298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帮扶队伍人数与贫困户户数
比例高于1:1；选派的9名驻村第一
书记中4名有研究生学历，9名脱贫
攻坚中队队长中6名是处级干部。
该区充分发挥高素质人才优势，深入
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洋浦立足实
际，按照“以就业为主导、以产业为支
撑、以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为基础、以
政府兜底为保障”的扶贫工作思路，
全面打响“精准识别、三项保障、就业
扶贫、产业扶贫、志智双扶、作风整
治、基础设施、环境整治”等八大攻坚
战，建立了贫困户“1+2+X”(有劳动
力的贫困户每户至少1人就业+每户
2门增收产业+其它自主增收渠道)
的增收模式。

今年以来，洋浦围绕“全脱贫、零

致贫、零返贫”目标，进一步巩固“1+
2+X”增收模式。一是坚持就业扶贫
为主导，发挥就业扶贫“1”的引领作
用。累计带动贫困群众就业278户
647人，比2019年就业总人数555人
多92人，就业率由疫情初期的50%
上升到现在的96.6%，户均稳定就业
人数2.33人，实现了有劳动力的贫困
户稳定就业全覆盖。二是坚持产业
扶贫为基础，发挥苗圃合作社和光伏
发电产业增收作用。苗圃合作社保
底向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3000

元，并鼓励贫困户领取苗木在房前屋
后栽种，由合作社统一销售。开发17
个光伏扶贫公益岗位，已发放光伏发
电收益28.3万元，其中集中式光伏收
益80%以上用于发放光伏扶贫公益
岗位工资。三是坚持自主增收为补
充，完善各项扶贫增收辅助配套措
施。协助2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办
理扶贫小额信贷104.2万元，为贫困
户发展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开展消费扶贫，帮助合作社和建档立
卡贫困户销售农产品1200多万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贫困
户的收入受到较大影响。为此，洋浦
工委书记、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周
军平及时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相关
会议精神，认真分析梳理疫情对全区
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研究提出应对
举措，并作动员部署，确保全面如期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务工就业是洋浦开展扶贫工作
的重要抓手，是贫困户增收的重要来
源。疫情期间，洋浦工委、管委会千
方百计促进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就

业，取得明显成效。
鼓励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洋

浦引导区内企业、项目工地开发岗位
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组织帮扶
责任人进村入户，提供岗位送到家、

“一对一”就业指导、就业扶贫政策宣
传等服务，帮助贫困劳动力克服“走
出去务工”的畏难情绪，引导他们树
立信心、坚定决心。

强化技能培训。针对该区滨海
文化广场项目复工复产缺工人的问
题，洋浦有关部门通过“师带徒”“传

帮带”等形式，举办“以工代训”培训
班，提高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推动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此外，该区对
照区内企业、项目工地紧缺工种，采
取订单培训方式，举办多工种建筑类
技能培训班，给通过考核的贫困劳动
力颁发专项职业能力证书，让贫困劳
动力有一技之长。

精准开发扶贫公益岗位。洋
浦经发局、规划局协调16家企业、
22个项目工地有针对性地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开发了 164 个就业岗

位。洋浦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主动做好就业对接，解决了91名贫
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开发
了保洁、护林、护路、护水、园林等
扶贫公益岗位近200个，解决了部
分年龄偏大、不愿或无法外出务工
的贫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外，
疫情期间，针对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不便的实际，该区开发了卡点值
守临时扶贫公益岗位 224 个，224
名贫困劳动力走上抗疫前线，助力
疫情防控。

多举措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B

今年以来，洋浦在做好线上线下
消费扶贫工作的同时，集中开展了3
次爱心消费扶贫活动，举办“扶贫爱
心集市”，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购买扶
贫农产品13.2万元。动员帮扶单位
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动员干部职工从
海南爱心扶贫网购买扶贫农产品。
开展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带贫经
营主体洋浦绿梦苗圃合作社分别与

洋浦市政局、广西建工集团签订了
1213万元的绿化苗木供应合同。截
至今年9月，洋浦线上线下消费扶贫
销售额累计达1384.4万元。

此外，洋浦着力解决建档立卡贫
困户饮水安全问题。据了解，三都区
农村居民目前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水
塔和井水。29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有156户使用水塔水、111户使
用水井水、31户使用自来水。为了

保障他们的用水安全，洋浦疾控中心
将农村饮用水纳入日常卫生监督项
目，每半年抽样送第三方检测。洋浦
市政局为三都区28座水塔安装了消
毒设施，并委托第三方每季度对水
塔、水池进行清洗消毒，确保生活用
水安全卫生。

据了解，今年洋浦共安排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2702万元，截至目前累计支出
2662.75万元，支出进度98.55%。今年

该区共有扶贫项目10个，其中苗圃合
作社增资扩产、健康医疗保障、就业
扶贫、三都区文明生态村建设等6个
项目扶贫资金支出进度为100%。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洋浦
将以超常规举措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争取在今年脱贫攻坚大比武和年度考
核中实现“创优保优”目标，为海南自
贸港先行区、示范区建设夯实基础。

（本报洋浦10月15日电）

持续开展爱心消费扶贫活动C

打响攻坚战消除贫困 洋浦脱贫之星羊启亮：

辛勤汗水浇出致富花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符润彩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漾月村新田村
民小组，提起羊启亮一家，无论是驻村干部还
是村民，都赞不绝口。他们三兄弟面对生活的
重创，没有抱怨，不等、不靠，用勤劳的双手摘
掉了“贫帽”。

2016年8月，羊启亮的父亲突然去世，次
年3月，其母因患癌症去世。短短半年多时
间里，父母先后离去，这个家一下子失去了两
根顶梁柱，变得摇摇欲坠。家中有80多岁的
奶奶要照顾，母亲治病欠下的累累债务有待
偿还，羊启亮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一度感到很
迷茫。

2016年3月，羊启亮一家因病致贫被列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在羊启亮感到孤立无助
时，一系列的精准扶贫政策为这个黯淡的家庭
带来的光明。帮扶责任人和驻村干部在就业、
房屋修缮、医疗等方面给予了羊启亮一家很大
的帮助。

在漾月村“两委”和帮扶单位的支持下，羊
启亮对家中破旧的房屋进行修缮，同时申请入
股苗圃、光伏等产业扶贫项目，定期获得分
红。同时，针对羊启亮三兄弟作为大学毕业生
在外打工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帮扶单位积极协
调当地企业，帮助他们就近就业。如今，羊启
亮在漾月村村集体经济公司担任经理，两个弟
弟一个在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上班，另一个
在漾月村委会担任就业协管员。从去年10月
至今年9月，羊启亮一家年收入达53508元，
人均年收入13377元，超过全省人均脱贫收入
线3倍。

虽然三兄弟都有了工作，每个月有稳定的收
入，也成功脱贫了，但羊启亮并不满足于现状。

“脱贫只是开始，能不能致富得靠自己，不能老是
靠政府。”羊启亮说。当前，洋浦正在建设海南自
贸港先行区、示范区，不断有新项目落户，外来人
口也逐渐增加，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从今年8月
起，他在三都街道经营一个露天烧烤摊，还聘请2
名员工帮忙，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羊启亮说，经营烧烤摊只是他创业的尝
试，他计划利用扶贫信贷政策贷款，租赁一间
铺面扩大经营范围。“真的特别感谢党和政府，
在我们一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度过
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我相信，只要我们三兄
弟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奋斗，生活一定会越来
越好。”羊启亮说。 （本报洋浦10月15日电）

作为工业园区，洋
浦经济开发区贫困人口
集中于三都区办事处。
三都区办事处共有9个
行政村，93个自然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98户、1468人。近年
来，洋浦以“背水一战”
的决心斗志，以“快准实
好”的工作作风，高质
量、高标准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在全省2019年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被
综合评定为“好”,进入
全省“第一梯队”。截至
今年9月底，洋浦已有
2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摘帽”，返贫率为
零，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洋浦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98户、1468人
集中于三都区

安排353人帮扶29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帮扶队伍人数与贫困户户数比高于 1:1

从全区抽调20名干部到三都区挂职

扶贫尽锐出战

有劳动力的贫困户每户至少

脱贫攻坚成绩单

已有295户脱贫“摘帽”
返贫率为零

截至9月底

贫困户“1+2+X”增收模式

1人就业
每户2门增收产业
其它自主增收渠道

+
+

航拍洋浦经济开发区
生活区。近年来，洋浦通
过改造棚户区、建设保障
性住房，着力解决困难群
众住房问题。

通讯员 邓晓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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