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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多类产业助81户贫困户脱贫

深耕产业夯基础
迎来脱贫好日子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2016年到2019年，纯利润从2.1万余元到20多
万元……4年时间，琼海市龙江镇深造村脱贫户吴仕
锋靠着养猪，让一家人逐渐过上了好日子。“这养猪产
业能发展壮大，还得感谢党和政府的帮扶！”12月4
日，吴仕锋跟海南日报记者讲述起他的脱贫过程。

吴仕锋因家人生病和缺乏劳动力致贫，2014年6
月，被龙江镇政府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帮助他
申请生活补助、危房改造、免费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龙江镇政府还结合他个人意愿，为他“量身制定”帮
扶措施。

“我当时是看到猪肉市场价格较好，所以想发展养
猪产业。”吴仕锋回忆道。2016年，帮扶单位给他帮扶
了23头猪苗，镇委、镇政府帮扶了8头母猪崽，同时，
他自己还利用帮扶资金购买了11头猪苗。

没有技术，就积极参加培训班，向养猪能人请教；缺
乏经验，就在平时养殖的过程中，对照学到的养殖技术
自己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年底，吴仕锋
养的猪出栏22头，纯利润2.1万余元。经过3年多的发
展，2019年底，他养猪的纯利润已达到20多万元。

吴仕锋的脱贫经历，是深造村建档立卡贫困户81
户346人谋求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深造村是“十三
五”贫困村，在未完成整村推进前，贫困率达到
14.9%。2015年以来，琼海市委组织部等单位先后派
遣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进行帮扶。在
各方的帮扶下，深造村于2019年实现整村脱贫。

“产业扶贫是造血扶贫的关键。”深造村驻村第一书
记陈俊玮说，村里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总养殖规模
近1800头。此外，为了丰富产业发展的多样性，乡村振
兴工作队多次组织村干部和村民考察文昌鸡养殖、南药
种植、水果种植、菌类培植、沉香树种植等产业。

2019年下半年，该村成立了以村集体为股东的农
业发展公司，与扶贫龙头企业合作打造“丛林鸡”养殖
项目，首期建成10个鸡舍，年养殖规模达7万只，可提
供5个就业岗位。

深造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温海滨介绍，下一步，
乡村振兴工作队将继续帮助村里发展产业，让产业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村民。 （本报嘉积12月5日电）

琼海深造村

建立多层次的兜底保
障政策体系

近年来，我省先后出台《海南
省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实施方
案》《海南省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
实施办法》《关于做好农村低保制
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通
知》，搭建了完备的民政脱贫攻坚
政策体系。

逐项健全低保、特困、临时等各
项社会救助制度，出台《海南省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评估认定办
法》《海南省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海南
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海南省城乡
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形成了
多层次、立体式、衔接紧、网底密的兜
底脱贫新格局，为贫困群众牢牢兜住

了民生底线。
建立城乡低收入家庭专项救

助制度，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和
完善城乡低收入家庭专项救助制
度的实施意见》，建立了低保、特
困、低收入家庭多层次救助体系，
明确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边
缘户可直接认定为低收入家庭，有
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巩固了精准
脱贫的成果。

坚持应保尽保织密织
牢兜底保障网

2016年以来，我省先后2次提高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和孤儿保
障标准。各市县和洋浦（海口、三亚除
外）城乡低保月标准提高到530元、
350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月标
准提高到690元。海口城乡低保月标
准提高到610元、540元；城乡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月标准提高至800元。三
亚城乡低保月标准统一提高至630
元，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月标准提高到820元。全省机
构集中供养和散居孤儿基本生活最低
保障月标准提高到 1450 元、1050
元。纳入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基本
上解决了“不愁吃、不愁穿”的问题，
实现了基本生活有保障。

坚持应保尽保织密织牢兜底
保障网。通过线下全覆盖排查和
线上大数据比对，打牢精准兜底的
工作基础。省民政厅对全省 115
万农村户籍人口开展了“两项制
度”衔接大排查，同时充分运用大
数据手段，依托全省社会救助信息
管理平台和扶贫开发平台，以“老、
病、残”为重点进行数据比对，彻底
摸清了工作底数，降低了“漏保”风
险。按时向全省15.2万残疾人发放
残疾人两项补贴。

建立低收入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制

我省建立跨部门、多层次的核对
信息平台，横向与涉及个人经济状况
信息的12个部门实现数据共享，纵
向形成省、市、县三级核对机构的业
务联动，实现全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
状况多部门快速核查。目前，核对信
息平台已成功接入社保、车辆、存款、
公积金等20多项资产信息全部纳入核
对，全省城乡低保家庭核对率达到
99.5%，为精准兜底打牢基础。

建立“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工作
机制，针对农村精神残疾、智障等特
殊困难群体“漏保”问题，建立县、乡、
村主动发现救助三级管理网络。建
立辐射全省农户的贫困预警、快速救
助机制。加强各级民政、扶贫部门联
动，对易致贫返贫的农户做到早发
现、早预警、早通报、早救助。

我省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实现有效衔接

精准兜底托住“幸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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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展澳洲淡水龙虾繁育养殖产业

繁育小虾苗
培育大“钱景”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梁君穷

一个个正方形的虾塘整齐划一，一根根软管源源
不断地往池内输送氧气。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章宪村澳洲淡水龙虾南繁育种基
地内见到的场景。

“来，给你瞧瞧我们养的澳洲淡水龙虾。”正在工作
的脱贫户黎亚平边说话，边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入虾塘
中，慢慢捞出一个用透明橡皮筋绑着的长方形塑料盒，
盒子里是一只色泽艳丽、身型优美的澳洲龙虾。

澳洲淡水龙虾来到章宪村已有一年半时间。
2019年5月，在光坡镇政府的扶持下，该村引进澳洲
淡水龙虾，发展章宪村澳州淡水龙虾集体产业项目，计
划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当地水质优良，水源活水溶氧量高，十分适合养
殖澳洲淡水龙虾。“尽管如此，当要把澳洲淡水龙虾
养好并不容易。”该基地负责人黄岳武介绍，为了保
证澳洲淡水龙虾的成活率，他们层层把关，“就拿选
苗来说，只有体质健壮、免疫力强的健康虾苗才能
进入虾塘。”

经过几个月的悉心照料，去年，该村养殖的56万尾
成品虾一上市，就因个头大、品质好，被来自海口、广州、
深圳等地的客商，以每斤60元的价格抢购一空。

“今年7月，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分红，惠及全村
139户脱贫户，对于边缘监测户、低保户，我们还发放
了120斤通过‘稻虾轮作’模式种植的‘虾香稻’，鼓励
他们动手发展产业，勤劳致富。”黄岳武说。

成功养殖澳洲淡水龙虾，让黄岳武和村民们信心
大增。很快，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虾苗繁育。“从外地
进口虾苗，耗时久、花费高，我们能不能自己培育虾
苗？”黄岳武介绍，经过一番调查，今年8月，章宪村投
入100万元建立了陵水光坡澳洲淡水龙虾南繁育种基
地，聘请专业种苗繁育技术员做技术管理，发展起虾苗
养殖。

“为了能集中收集龙虾幼苗，我们把成年龙虾放进
塑料盒中，需要时再把龙虾取出。”从刚到基地时地“门
外汉”，到如今的养殖能手，黎亚平已经熟练掌握了养
殖技术，“就在家门口务工，每个月能领到3000元工
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除了龙虾繁育、养殖产业，章宪村还因地制宜发展
和牛养殖、牛蛙养殖等产业，增强产业支撑，拓宽村民
就业渠道，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在章宪村的川陵优质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内，村
民吴亚齐耐心地给70多头牛喂食，这份工作能带给
他每个月近3500元的收入；在光坡镇章宪村乡村振
兴牛蛙养殖基地，村民陈大姐工作一天可获得130
元报酬……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继续加大产
业扶持、就业帮扶工作力度，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寻求收入新的增长点，确保群众持续增收、
稳定脱贫。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

陵水章宪村

“啊，啊，啊……”“小辉是不是要
喝水？”兰静问道，只见小辉用力地点
了点头，眼睛也看向水杯的方向，兰
静立刻会意，为他拿来水杯，“小辉可
以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最让我
高兴的。”

“小辉是我主要负责的学生，

重度脑瘫患者。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十分抗拒陌生人的接触，不会说
话，也没有行动能力，看着很心
疼。”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小辉时的场
景，兰静感慨道。

为更好地帮助小辉，三亚市教育
局“送教上门”工作小组与小辉的家

人进行沟通，确定主要教学思路。特
殊学校老师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制定
专门的课程计划，包括康复训练和心
理疏导。

“从抗拒到接受，我们老师和小
辉都经历了一个过程，用将近3年
的时间，才走进他的心里。”兰静欣

慰地说，现在每次来到小辉家，都会
先为他进行肌肉放松，再为他讲故
事，还会通过音乐与他互动。目前，
小辉已能认识多种的水果和蔬菜，
有了自主表达意愿的能力，“而且每
次见到老师的到来，他都会用笑脸
来迎接。”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陈诗春

种植有专业科技人员指导，收获
后有公司进行收购，利用自家庭院或
闲置房子就可以发展……12月5日，
海南日报记者在东方市八所镇那悦
村一处闲置的房子内看到，一个科技
扶贫项目——黑皮鸡枞菌种植产业，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多了一条致富的
好门路。

“这个产业好，我在这里打工学
习到了技术，以后可以自己种植，增
加收入。”那悦村脱贫户唐道信目前
在该村的黑皮鸡枞菌种植基地工作，

除了每月能领到2500元的工资，还
学到一门新的致富技术，这让他对未
来的生活更有信心。

“黑皮鸡枞菌菌包的种植周期是
5个月，以那悦村种植的1万个菌包
为 例 ，一 个 种 植 周 期 的 产 量 是
4000—6000斤，按照目前市场价格
每斤20元计算，收入就是8—12万
元，除去菌包成本，大概可以净赚5
万元。”东方市科协技术协会副主席
卢灵强介绍。

在东方，像那悦村这样通过科
技引领，找到全新致富产业的村庄
还有不少。近年来，东方市严格落

实省市科技扶贫示范“百村千户”创
建要求，采取“科协+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利用科技扶贫示范“百
村千户”专项资金，引进容益（海南）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技术和负责
销售，引导村合作社组织用地和劳
动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产品经
济价值高的食用菌种植产业，推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龙镇上通天村是东方市科技
扶贫示范村之一。目前该村的黑皮
鸡枞菌种植场面积240平方米，共有
1.5万个菌包。该种植场场长王贤耀
说，他们的大棚虽然面积比较小，但

是产值可以达到16万元以上，“接下
来我们会加大投入，吸引更多村民通
过入股的方式参与进来，不断扩大产
业规模。”

八所镇副镇长陈强表示，食用
菌种植占地不多，用自家院子或闲
置的房子就可以发展，所以未来他
们将把食用菌产业作为庭院经济
来推广，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劳
动致富。

“黑皮鸡枞菌是一种高温菌，在
海南发展高温菌种植具有独特优
势，我们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把黑
皮鸡枞菌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优势产

业。”容益（海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江滔介绍，前端菌包的技
术和后端的销售市场将由他们公司
负责，中间的整个管理过程，包括种
养、采收等由村合作社负责，这一模
式将让村合作社和贫困户获得稳定
的收入。

卢灵强表示，东方市科协将进
一步加强技术推广和技能培训，让
更多村民掌握种植技术，把黑皮鸡
枞菌产业不断做大做强，最终打造
成为一个惠农的农业品牌，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

东方加强科技引领，引导多个村庄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

黑皮鸡枞菌破土生“金”

三亚对贫困家庭重度残疾儿童实施“送教上门”服务

“送教上门”为特殊儿童打开一扇窗

近日，琼海市嘉积镇
红星社区农民在种植冬季
瓜菜。目前，该市冬季瓜
菜种植已进入高峰。

据悉，琼海市结合脱
贫攻坚工作，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种
植冬季瓜菜，拓宽了农民
增收的路子。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冬种瓜菜
鼓“钱袋”

产业扶贫

科技扶贫

教育扶贫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记
者刘操 通讯员肖海军）截至11
月底，我省共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2.75万户6.87万人纳入低保
或特困进行兜底，其中纳入低保
6.51 万人，纳入特困 0.36 万
人。将2.3万特困人员全部纳入
照料服务范围，实现“平日有人
照应、生病有人看护”。

海南日报记者12月5日从
省民政厅获悉，近年来，我省民
政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坚决扛
起民政部门在脱贫攻坚中的职
责使命，扎实推进农村低保制度
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织密
织牢社会救助兜底安全网，稳步
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
平，取得积极成效。

■ 本报记者 高懿

“小燕不要害羞，老师相信你是
最棒的，慢慢来……”近日，在三亚
市育才生态区那会村一栋小楼里，
三亚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兰静正在
进行“一对一”辅导，辅导对象是来
自育才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重度
脑瘫儿童小燕。在教学现场，兰静
和其他老师用一串珠子、一叠看图
识字的卡片、一筐拼接玩具，为几名
特殊儿童搭起学习的桥梁。

这是三亚市教育局、三亚市特
殊教育学校开展“送教上门”工作
的缩影。2017年，三亚市教育局
率先在全省实施为重度残疾儿童
“送教上门”服务，截至目前，共为8
名特殊孩子送上服务，其中3名来
自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5名来自
低保户家庭。

“经过老师的指导，小宇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懂得主动与人交流和主
动学习了。”小宇的妈妈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今年已经14岁的小宇不仅
会基础的数学运算，而且咬手掌的刻
板行为也有好转。

“小宇是在2018年核查贫困人
口教育保障过程中，我们发现的已到
了入学年龄却没有上学的孩子。”三

亚市教育局“送教上门”工作小组负
责人表示，为切实做好教育精准扶贫
工作，确认情况属实后，该局立即启
动控辍保学机制。

“通过深入走访，我们发现小宇的
父亲因车祸致残，小宇自身也患有自
闭症和多动症，除了家人，谁也不理，
使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兰
静说，第一次见小宇时，老师也无法让

他安静下来，但是随着“送教上门”的
不断深入，小宇也在发生着改变。

记者看到，现在的小宇不仅能从
头到尾看完关于车辆、水果的图片书，
还能自己写字、画画。更令人欣慰的，
小宇的行为习惯发生了可喜的改变。

“小宇是几名‘送教上门’对象中
变化最大的，现在可以主动接近老
师，积极读书，学习写字，证实了‘送

教上门’活动的有效性。”兰静说。
“三亚市‘送教上门’教育扶贫项

目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目前，
由特殊教育学校作为指导，坚持每月
一次上门送教，学籍所在学校则每周
进行一次送教上门，保障特殊孩子们
受教育的权利。”三亚市教育局“送教
上门”工作小组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

对症下药 制定个性化档案

深入基层 教育扶贫成效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