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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2020年中组部选派来琼
挂职干部培训班结业
110名新一批挂职干部今日上岗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李磊）10月18
日下午，2020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培训班
在海口结业。从10月19日开始，110名新一批
（总第三批）挂职干部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正式
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事业中。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出席培训班结
业式并讲话。

在为期5天的培训中，培训班开展了视频教
学、座谈会、专题培训和专项调研等多种方式的教
学，课程内容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政策解读、海南省情社情民情、制度集成创新
的初步成果等。

彭金辉在讲话中希望，新一批挂职干部要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把抓好自贸港建设各项任务
落实作为最大的政治，做好“十个带头”，尽快融入
海南自贸港建设，认真履职尽责，确保中央的决策
部署在海南落地落实；要做创新上的“引路人”，以
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在本单位本领域本系统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以超
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和实效引领各项事业创新
发展；要做事业上的“责任人”，牢固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充分发挥派出单位“大后方”作用，加强沟通
对接，积极反映海南的实际需求，推动派出单位加
大与海南的合作交流力度，促进资金、技术、项目、
人才等生产要素更多更好地向海南汇聚，形成推
动自贸港建设的强大合力。

央视关注海口琼山农产品
拍摄大坡胡椒等农产品专题片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习霁鸿 特约
记者许晶亮）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
《生财有道》栏目组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拍
摄大坡胡椒、青金桔、火龙果等农产品专题片，助
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此次《生财有道》栏目组拍摄的专题片重点关
注大坡胡椒、火龙果、青金桔等农产品。据了解，
海南最大的胡椒、青金桔种植基地都在大坡。因
大坡镇属红土壤丘陵地区，土地广阔肥沃且具有
高酸性、高含氮量的特点，当地出产的胡椒果形
正、气芳香、味辛辣。大坡胡椒是农业农村部的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获得了由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海口十大
农业品牌之一。

据了解，《生财有道》栏目组还计划对云龙镇
淮山等琼山特色农产品进行专题片拍摄。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李昶峥 实习生王
伟君）由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决战的时刻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
节目”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播出。我省组织观看节目，倾听获
奖者的感人故事，汲取榜样的力
量。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榜样

力量催人奋进，将以更大的信心和
决心，向贫困发起总攻，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海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副处
长孙华表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作为扶贫干部，我们将以学习
这些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的先进
事迹为动力，全心全意投入到脱贫
攻坚一线的工作当中。”

“通过收看特别节目，我们感觉
到信心满满！”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扶贫办副主任林良表示，接下来，保
亭全体扶贫干部将把信心决心化成
更大的凝聚力，着重抓牢抓实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加大消费扶贫和“志
智”双扶力度，进一步完善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长效机制。

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陈诚观看节目后表示
非常震撼。他说：“看到我国脱贫
攻坚工作中，涌现出这么多杰出的
扶贫干部，我也在扶贫工作中找到
一种共鸣。”

“看到万宁扶贫办荣获全国脱
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那一刻，我们
充满了荣誉感！”万宁市北大镇北大
村驻村第一书记文彤明表示，“接下

来，我们将积极创新工作方法，继续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发展壮大
村集体产业，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村
民稳定脱贫！”

另据悉，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将于10月19日（星期一）20时在
海南经济频道录播、10月20日（星期
二）上午11时10分在海南经济频道
重播特别节目。

■ 本报记者 袁宇

“以后我会继续落实好‘门前三
包’，一定把这份荣誉留下来。”10月
16日上午，获得“文明卫生家庭”荣
誉，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村民胡小燕
脸上绽放笑容。当天，北大村委会对
6位村民及28户家庭进行了表彰，并
现场发放奖金。

这次表彰是北大村委会自发组
织开展的，分别评选文明卫生家庭、
最美婆媳家庭、勤劳致富家庭以及

“红榜”先进个人。
接过村委会颁发的“勤劳致富家

庭”证书，北大村脱贫户卓亚海开心
地笑了。他和妻子勤劳肯干，不仅先
后发展槟榔、百香果种植产业，还积
极在村里的产业基地务工，早在2015
年就靠辛勤劳作实现脱贫，并盖起一

栋二层的小洋楼。“我们会继续努力，
争取过上更好的日子。”卓亚海说。

省农业农村厅派驻北大村第一
书记文彤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
让表彰真正起到典型示范效应，村党
支部对人选进行了层层筛查，最后留
下的是榜样。

王春梅与儿媳妇李妹是北大村公
认的“最美婆媳”。48岁的李妹嫁入北
大村几十年来，与婆婆王春梅之间从未
发生过争吵，不仅一家人和睦融洽，她
对婆婆的细致照顾还感动了村里人。

“王春梅患有腰椎间盘突出，李

妹就每天给她端水泡脚洗脚，从无怨
言。”北大村党支部书记吉德开说，此
次为王春梅和李妹颁发“最美婆媳”
荣誉，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这次表彰，也是北大村的一个
全新开始。”北大镇党委书记文万会
当天也到了现场。在北大镇任职6
年的他感慨道：“北大村以前是贫困
村，各方面条件落后，村集体经济收
入为零，产业不旺，何谈乡风文明！”

2018年开始，北大村全面发展
扶贫产业，探索“以企带社，以社带
户”，发展百香果种植、黑山羊养殖、

庭院瓜菜种植等多种产业。当年底，
北大村就实现整村脱贫摘帽，村集体
经济也不断壮大。文彤明说，如今北
大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60万元，

“这笔资金将被用来发展村级公益事
业，以及培育文明乡风。”

也是自2018年起，北大村开始
实施“红八条、黑八条”村规民约，并
明确了评选标准，及时对先进典型进
行表彰，通过榜样的力量，引导村民
向上向善。

“在表彰先进的同时，我们也把
一些不文明现象通过‘黑榜’曝光，如

懒散、酗酒、参与赌博、铺张浪费等行
为。”文彤明介绍。

表彰大会结束后，随着村民一起
走出村委会办公室，记者看到，村庄
里草木繁茂，村道平坦整洁，村民人
人脸上带着笑容，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气象。

“这是近两年发生的可喜变化。”
站在记者身旁的吉德开脸上带着自
豪。他说，村党支部未来将继续抓好
乡风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以文明乡风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万城10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王伟君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获奖者徐咏梅，是海南天地人生态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人公
司）董事长。在她的身上，很多“不可
能”变成了“可能”：本是一名海归，从
事外贸生意，却在海南和农业打了
20年的交道；依托一颗小小的凤梨
做成大产业，通过产业扶贫，帮助
7137户31328名海南建档立卡贫困
人 口 脱 贫 出 列 ，累 计 实 现 分 红
2214.74万元。

这一切，源于一份初心：做企业
家的初心，把贫困户管起来、扶起来
的初心。10月18日，徐咏梅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脱贫攻
坚中，我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缘起
一份初心一片园子一个产业

1999年，为帮助一位已逝的朋
友接管50亩的果园子，徐咏梅来到
海南省临高县创业。她打听到种香
蕉一年内就可以有收获，就决定发展
香蕉产业。

“当时的农村实在太穷了，让我
对贫困有了很深的感触。”徐咏梅回
忆道，当时企业的基地设到哪里，她
就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当地村民。村
里道路不通，她就修路修桥；学校的
教室漏风漏雨，她捐资修缮了12间
校舍；看到贫困学生上不起学，就资
助他们上大学。

一路来，靠着一股韧劲和拼劲，徐
咏梅创办的企业在临高扎下了根，产
业也逐步壮大。但让她困惑的是：当
地村民的贫穷现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
变。她意识到，“让他们摆脱贫困，光
靠‘输血’是不行的，要帮他们‘造血’”。

2015年，天地人公司已经发展
成海南最大的香蕉企业，并成功登陆
新三板，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热带水果
第一股。

这一年，全国脱贫攻坚战正式打
响，临高县委、县政府号召天地人公
司参与到产业扶贫中来。“一直困扰
我的问题有答案了：只有把作为一名
企业家想帮扶贫困群众的初心，和国
家脱贫攻坚事业结合起来，走产业扶
贫、科技扶贫的道路，才是带领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徐咏梅说。

帮扶
深度捆绑形成“命运共同体”

确定要走扶贫之路，还须找准扶
贫的产业方向。“过去我们种的香蕉
被台风毁了几次，损失过上千万元，
现在绝不能让贫困户跟着我们冒风
险！”徐咏梅组织团队反复研讨论证，
多次到东南亚等国家考察，最后确定
发展凤梨产业来帮扶贫困群众。

事实证明徐咏梅选对了路子，原
来贫困户种植桉树每亩地产值仅500
元，改种凤梨每亩产值达到1.8万元！

徐咏梅带领天地人团队首先在
临高新盈镇龙兰村试点，采取“土地
入股+保底分红+务工”的扶贫模式。

有些贫困户一开始很担心：“土地入
了股，万一没有分红，我们吃什么呀？”

为了让他们放心，徐咏梅决定预
付贫困户土地租金，有收益时再分红，
这样一来贫困户就有收入保底了。

村里的贫困户王志在徐咏梅的
多次动员下，拿出自家的1.5亩地入
了股，每年有700多元的土地保底
金，在公司打工每月有三四千元的收
入，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年
底还有分红。他逢人便说选对了致
富路。现在，王志已成了公司的凤梨
形象代言人，面对电视镜头，他捧着
凤梨笑得格外甜，还自创了广告词：

“加入天地人，幸福就来临。”
龙兰村的成功，让当地农户看到

了种植凤梨的“含金量”，产业扶贫模
式迅速在临高县得到了推广。

天地人公司先后在6个乡镇开
展10万亩金钻凤梨全产业链建设项
目，以“合作社+”的模式，由公司、村
委会、贫困户共同出资组成热带水果
专业合作社。通过全新的产业扶贫
模式，公司和贫困户深度捆绑，形成
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收获
帮助别人也成就最好的自己

随着产业扶贫的推进，徐咏梅逐
步认识到，给贫困群众富口袋，更要
富脑袋。

天地人公司与乡镇一起成立了
扶贫培训学校，实行“农业基地+培
训基地+扶贫工厂”的“三位一体”模
式，推行生态农业的理念以及种植绿
色、高质量水果的方法。

“我们还将公司自主研发的农业

数字化管理系统引入产业扶贫中，让
贫困户学习数字农业。”徐咏梅说，

“他们不会打字，我们买来手写板，教
他们认键盘上的字母。为了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我们准备了小奖品，谁
能一天认下 26 个字母，就给予奖
励。当他们终于学会用电脑的时候，
像小孩一样开心地跳起来，到村里头
炫耀，说自己是个文化人。”

在帮扶的路上，让徐咏梅感触最
深的是一位叫王海的员工身上所发
生的变化。

到公司上班前，王海家里穷得只
有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没想到，通
过天地人公司的不断培训，王海不仅
学会了种植技术，还学会了管理，现
在当上了千亩香蕉园的大场长，年薪
20万元，买了轿车还盖起了小楼房。

王海在海南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给全省的贫困户讲述自己的脱贫故

事时，感慨地说：“我没有读过大学，
但是在天地人公司的课堂里，我却真
正的大学毕业了！”

徐咏梅介绍，一路走来，天地人
公司的产业扶贫从一个村辐射到了
临高全县和海南省其他市县。公司
累计帮助7137户31328名海南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出列，累计实现分
红2214.74万元。

“我做农业20年了，可以说，投
身脱贫攻坚这5年是最辛苦的，但也
是最有成就的。”徐咏梅说：“在扶贫
的路上，我又何尝不是受益者？不仅
发展壮大了事业，更让自己成长为一
个有能力、有情怀回报社会的真正的
企业家。帮助了别人，也成就了最好
的自己。接下来，我将一如既往，不
断巩固脱贫成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获奖者徐咏梅：

“在脱贫攻坚中成就最好的自己”

我省党员干部收看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节目并表示——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万宁北大村表彰先进典型，引导村民践行村规民约，抓好乡风建设

乡风文明新气象 乡村振兴新图景

全省掀起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热潮

丰富“菜篮子”
鼓起“钱袋子”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
员陈颖 实习生王伟君）消费扶贫，一头连着城市
的“菜篮子”，一头连着贫困地区的“钱袋子”。10
月17日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也是第28个国际消
除贫困日。我省各市县积极响应，提前筹划，组织
开展爱心扶贫大集市扶贫产品专场售卖活动，帮
助带贫企业、合作社与贫困户销售扶贫产品，促进
消费增长、贫困户增收。

三亚市消费扶贫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各区
和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共同开展2020年三亚市扶贫
日暨“爱心扶贫大集市”专场活动。活动共设置34
个展位，共计销售25.6万元，受益贫困户651户次。

五指山市举行爱心扶贫赶集日“全国扶贫日”
专场活动，来自全市五个乡镇的贫困户和合作社参
与产品销售，据不完全统计，现场销售额逾4万元。

澄迈县“爱心扶贫大集市”扶贫日专场活动在
金江镇金马新市场举办，22家带贫主体和16户
贫困户携58种农产品参与。当天现场销售额超
24万元，受益贫困户2311户次。

乐东黎族自治县在该县民族文化体育广场举
办扶贫日系列活动。活动共设置12个展棚，销售
来自全县10个镇的40多种扶贫农特产品，现场
销售额共计17.16万元，惠及贫困户1623户。同
时，专场就业招聘会组织了41家企业进场招聘。

屯昌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扶贫农贸
市场举行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现场销售扶贫农产
品9万元，受益贫困户208户次。

此外，儋州市、临高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等市县也举办了爱心扶贫集市专场活动，进一步
助农增收、富农腰包。

近日，东方市板桥镇新园村
兰花产业扶贫基地，工作人员在
护理兰花。这些石斛兰花将销往
广州、昆明等地。

新园村曾是深度贫困村，为
了壮大集体经济，助力贫困户脱
贫，新园村投入扶贫资金建设兰
花大棚，发展兰花产业，成立兰花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提供
就业岗位、产业扶贫分红等方式，
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如今，新园村集体经济收入
每年稳定在80万元以上，兰花产
业每年实现稳定分红达40万元
以上，整村实现脱贫摘帽。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鸿 图\文

扶贫兰花
朵朵开

海南戏曲经典原创动漫进校园活动
走进定安

打造戏曲动漫大课堂
本报定城10月18日电（记者陈蔚林 叶媛

媛 实习生王梦洋）近日，《漫话琼剧》海南戏曲经
典原创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
安中学，为该校学生打造了别开生面的戏曲动漫
大课堂。

据介绍，《漫话琼剧》由省群艺馆出品，主创团
队通过走访琼剧传承人、研究者和知名演员，并结
合相关文献和演出教学团体的实践经验，围绕琼
剧的历史起源、琼剧的行当、琼剧的四功五法、琼
剧的唱腔、琼剧的伴奏乐器、琼剧的名剧名段等六
大主题，创作了10期动漫剧集。

省群艺馆信息服务部主任姜影介绍，以戏曲
动画为载体，是一种全新的戏剧文化进校园推广
模式。在戏曲动漫大课堂上，学生可以循序渐进
地了解和认知经典艺术与传统文化。

本次活动由省旅文厅指导，省群艺馆主办。

徐咏梅（右）与贫困务工人员一起拉水管，给香蕉浇水。（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