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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潘志勇

12月8日，位于儋州市中和镇水
井岭的金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扶贫产
业基地粗加工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
刚摘的火龙果进行清洗、套袋、包装，
然后整齐装筐，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家门口有产业，我们就近就业，
不仅能挣到钱，还可以照顾家庭。”水
井村村民羊雪香说，只要勤快，每天光
是采摘火龙果就能赚到100元工钱。

一个村庄的产业变迁，让村民就
业有了依靠，也让产业托起村民的幸
福小康梦。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扶贫办
获悉，今年我省共安排产业扶贫项目
1515个，实施进度为99.28%。安排

产业类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发展资金）17.2亿元，占比55%，支
出进度为95.96%。目前全省建立产
业扶贫基地1148个，贫困户帮扶组织
化程度达93.25%。同时，为最大限度
减少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
影响，各市县抓好农业扩种增养促务
工，进一步落实产业扶贫政策，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多措并举
推动扩种增养促务工

近日，随着大闸蟹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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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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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直接带动定城镇123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我们将
继续抓好扩种增养，促农增收”。

今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脱贫攻
坚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施、

“三农”领域“一抗三保”十条措施等应
急政策举措，采取月调度、重点督办和
现场推进会等方式，实现扶贫项目全
部开工，完工率超过90%，项目安排
资金支出进度92.95%。

我省还专门召开“扩种养、促务
工、增收入”现场推进会，督促各市县

立足实际强力推动扩种增养促务工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7.5万户、29.3万人实现扩种增养，
扩种农作物面积24.7万亩，增养数量
达6762.8万头（只、羽、尾）。

周密部署
让产业扶贫政策落地开花

落实好产业扶贫政策，有利于建
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续增收长效机
制。我省制定印发《海南省扶贫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产业
扶贫薄弱环节排查整改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对全省产业扶贫项目全部筛
查一遍，发现问题限时整改。

在旅游扶贫方面，全省投入旅游
扶贫项目资金6.06亿元，成功创建两
批旅游扶贫示范村102个，139家旅
游景区和乡村旅游点设立旅游扶贫商
品销售点，A级旅游景区和椰级乡村
旅游点共接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人
数为1939人。

在电商扶贫方面，我省7个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示范项
目基本建设完成。海口市永兴、龙
泉、大致坡等3个镇已建成镇级电商
扶贫中心。

同时，我省持续推进扶贫小额信
贷工作。今年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23万户、2.86亿元，覆盖率42.45%。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今年我省安排产业类专项扶贫资金17.2亿元，贫困户帮扶组织化程度达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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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热科院为五指山番阳镇
提供3.6万株优质青瓜苗

本报讯（记者谢凯）“购买这批种苗，不但政
府有补贴、质量有保障，还能得到专家的技术指
导，很划算。”12月8日下午，五指山市番阳镇联
合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为该镇农户发放首
批3.6万株优质青瓜苗，番阳镇农户邢乐仁在拿
到苗后高兴地说。

“为助力五指山市番阳镇的冬季瓜菜生产，今
年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根据农户实际种植
需求，计划向番阳镇青瓜种植户提供一批优质青
瓜苗。”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派驻番阳镇科
技副镇长杨天章说。

青瓜是番阳镇近年来培育的重要产业，全镇
累计种植青瓜面积3730亩，占该镇冬季瓜菜种植
总面积的74.2%。

为解决番阳镇青瓜品种繁杂等问题，提高青
瓜单位产量，杨天章和番阳镇、三亚市热带农业
科学研究院相关人员先后到该镇毛组村、布伦
村、番阳村等地走访，了解农户对优质青瓜苗的
需求，并决定统一为农户订购优质、有保障的青
瓜苗，同时积极提供技术指导，助推番阳镇青瓜
产业发展。

杨天章介绍，在技术指导方面，番阳镇不定期
举行青瓜栽培技术培训活动，组织农技专家下乡
指导农户种植青瓜。其中，今年冬季瓜菜开种前，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三亚市热带农业科
学研究院的农技专家先后到番阳镇开展青瓜栽培
管理技术和嫁接技术培训，为农户带去了实实在
在的农技服务。

据悉，这批青瓜种苗每株可获政府补贴0.4
元，农户只需自付0.45元，除此之外，还能得到技
术跟踪服务的保障。

“今年，我们镇委、镇政府投资培育青瓜嫁接
苗130万株，发放到520户农户，其中贫困户435
户的手中。截至目前，2020年番阳的青瓜总产量
超1.5万吨，实现销售收入达5000多万元。”番阳
镇委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镇将继续
大力发展青瓜产业，打造“番阳青瓜”农业品牌，助
力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

“万书记的汽车后备箱，是为我们
村民时刻准备着的‘服务箱’，说来故
事可多哩！”12月10日，在定安县龙
门镇红花岭村，谈及由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派驻的该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万南生，村里的脱贫
户吴昌晏连连点赞。

原来，今年上半年，万南生协调村
委会，利用村集体资金购买了100只
鸡，供吴昌晏发展养殖业。后来，由于
鸡价下跌，吴昌晏面临着亏损。“看到
这些，万书记决定把我的鸡装进汽车
后备箱，运到海口售卖，没想到最终我
不仅没亏钱，还赚了一笔。”吴昌晏说。

驻村以来，万南生时刻关注红花
岭村的发展，今年上半年，他看到市场
上鸡的收购价格不断下跌，影响到村
民们的收入，于是想到以自驾“带货”
的方法，销售农产品。

“这些阉鸡是脱贫户在槟榔树下
放养的，饲养天数均在180天以上，味
道很好，你们要不要买来尝一下……”
有了上述想法后，万南生便主动联系
省直机关工委等单位的同事和朋友，
给红花岭村的阉鸡打广告、寻销路。

如万南生所料，得知这些都是贫
困户散养的正宗农家阉鸡后，大家购
买的积极性非常高，收到的第一笔订
单就超过20只鸡。随即，在村“两委”
干部的帮助下，阉鸡被宰杀洗净，放入

万南生车辆的后备箱并运往海口，他
的“带货”之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出售的阉鸡品质好、口感
佳，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订单接踵而
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万南生共
为3名脱贫户运送300多只阉鸡去
海口售卖，为脱贫户创收3万多元。

“看到他们有钱赚，我也很开心，
今年下半年阉鸡的市场收购价格节节
高升，不用我帮忙，村民们自己也能联
系收购商，卖掉大部分鸡。”万南生说，
现在红花岭村还未出栏的阉鸡已经不
多了。这个月底，自己还准备动员省
直机关工委来开展消费扶贫活动，趁
着在春节前，帮助村民销售花生油、蜂
蜜、大米、鸡蛋、阉鸡等农副产品和畜

禽，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过个好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万南生

的协调下，从2019年2月驻村至今，
省直机关工委大力支持红花岭村开展
消费扶贫活动，共开展消费扶贫6次，
销售总金额8万多元，让机关干部以
实际行动融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帮
助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每次消费扶贫活动我都能收入
两三千元，在家门口就能把货卖出去，
发展生产的信心更足了。”红花岭村委
会干塘村脱贫户王首换说，他的家里
主产大米、花生和花生油，每次带到消
费扶贫集市上都能卖得很好。

此外，万南生还大力支持当地发
展产业。其中已发动约50位农户种

植咖啡，认种面积达330亩。同时驻
村工作队利用政府扶贫资金20万元，
入股红花岭民富农业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合作社，用于扩大冷泉粽子生产规
模，并积极开拓市场，增加粽子销售
量。今年端午节期间，粽子销售额达
75万元，其中为村集体和贫困户创利
近6万元，带动32人在粽子厂务工，
增加村民务工收入。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我会想方设法促进农民增收。”万南生
表示，将坚守初心，带领工作队进一步
履职尽责，全力做好脱贫攻坚等工作，
切实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定城12月10日电）

定安红花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万南生自驾为村里阉鸡“带货”

后备箱里寻商机 别出心裁卖土鸡

茶旅融合步新途

12 月 10 日，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镇陨石坑旁边
的五里路有机茶园，附近村
民在采茶。

据了解，五里路有机茶
园力推茶旅融合产业，精心
谋划打造的五里路茶韵共
享农庄成为我省首批共享
农庄试点单位之一，茶园规
模也从最初的20余亩扩大
至300亩左右，并吸纳了周
边百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入股。

文/本报记者 曾毓慧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我省110名少数民族地区
贫困女孩接受职业教育资助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刘操）海南日
报记者12月10日从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获悉，
今年，该基金会发起的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分
别于海南、贵州、新疆等12个省区落地27个项目
点，计划新捐赠助学金1389万元，资助新生2315
人，招生完成率达100%。

据介绍，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以个人成长、
自信心、独立思考等方面作为出发点，培养受资助
女孩的生活技能，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
力。今年，我省有110名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女孩
接受职业教育资助，再续上学梦。

昌江启动
电视惠民捐赠活动

本报石碌12月10日电 （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12月10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
县扶贫办携手广州美美顺实业有限公司在该县石
碌镇牙营村开展电视惠民捐赠活动启动仪式，以
切实丰富特困家庭人员的精神生活。

活动现场，广州美美顺实业有限公司向牙营
村捐赠了一台价值3580元的50英寸电视，并向
全村54户贫困户捐赠爱心物资，切实改善贫困户
生活条件，解决实际需求。

“本次电视惠民捐赠活动将惠及全县各村委
会，接下来，我们将在两个月内把电视捐赠到各个
村委会，总价值约25万元。”该公司市场部经理刘
方艳说，企业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让贫困户通过
电视了解更多信息，提高生活质量。

今年我省共安排产业扶贫项目 1515个，实施进度为99.28%

安排产业类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发展资金）17.20亿元

目前全省建立产业扶贫基地 1148个

截至目前

全省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5万户

29.3万人实现扩种增养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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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漫水桥修好了！以后再也不
担心经过这里时会翻车了。”近日，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高石村尔信村
民小组，谭文其等村民骑车满载着一
桶桶胶水，陆续驶过尔信水库旁新建
成的漫水桥。

山泉顺流而下，至此汇聚成小溪
流，旁边是成片的嶙峋怪石……这段
长约30米、宽约2.5米的水泥漫水桥
横跨而过，使尔信村村民上山割胶的
必经之路得以畅通。在漫水桥的东
侧，大约有2000亩橡胶林，村里有四
五十户村民几乎每天都经过这里。路
面崎岖，加上长年累月的水流冲刷，使
这条路变得尤为难行。

“就算是平时枯水期，路边水深处
也有半米，遇到暴雨，少说也有一两米
深。”尔信村民小组组长董永平介绍，
过去，每隔一两个月，总能听到有胶农
骑车不慎摔倒于此的消息，有的将车

上满载的胶水“打水漂”，有的摔伤脚
踝。为此，修建一座安全平坦的漫水
桥，成为尔信村不少胶农的心愿。

今年以来，在高石村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卓书成等驻
村扶贫干部以及帮扶单位省住建厅的
积极协调下，海南一爱心企业捐10万
元在此修建漫水桥。“漫水桥不改变水
流方向，而是在桥底下架设涵管，只需
就地搬运石块垫高桥墩，进行铺设。”
修桥项目经理吕烈端介绍，经过数日
施工，该漫水桥于11月底竣工投用。

白沙打安镇扶贫干部吴俊才介
绍，此次修桥雇请的施工队来自白沙
欣达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属于打安
镇打安村村属集体经济，施工成员多
为当地脱贫群众，“我们这是把扶贫项
目的收益，反哺给脱贫群众”。

据打安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小征介
绍，相关部门已组织专业机构对该施

工队进行多轮培训，截至目前，该施工
队已承接白沙打安镇美丽乡村建设等
多个基建项目。

同样把惠民“小事”做实的还有白
沙青松乡益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不能有半点马虎。”益条村驻村第
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谢秋明
介绍，早些年，由于缺乏规划，益条村
各家各户建房时没有腾出足够的巷道
空间来规划排水沟。此外，村里的家
禽牲畜大多散养，这也给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为此，自2019年以来，益条村驻
村扶贫干部积极与村“两委”班子协调
沟通，及时制定了《益条村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实施方案》，除了要求村干部挂
点到户之外，还发挥基层党建力量，动
员全村党员带动村民做好房前屋后保
洁事宜，并形成长效机制，现今，益条
村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此外，在白沙县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等帮扶单位的支持下，益条
村驻村干部还积极动员村民发展葫芦
瓜、百香果、豆角等庭院果蔬经济，并
邀请专家上门指导农户学习种植技
术。现今，刘志青、刘日龙等村民在忙
农业产业之余，还能腾出时间在自家
庭院里管护瓜果，既扮靓了家园，又能
有果蔬收成，村里也越来越宜居。

“要把驻村帮扶的每一件小事、好
事干好，干扎实了，才能更好地助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白沙脱贫攻坚指
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白沙通
过建立和完善三级作战体系，强化驻
村帮扶队伍建设，在强化产业帮扶的
基础上，着眼长远谋划，从细微处着
手，持续发力破解农村人居环境“脏乱
差”等症结，村民的幸福指数也随之得
到提升。

（策划、撰文/玉荟 吴峰 李群）

白沙驻村扶贫干部着力畅通村民出行路，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

好事做好实事做实 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高石村尔信村民小组修建漫水桥前后对比图。 玉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