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至2020年

共投入扶贫资金16.14亿元
其中专项扶贫资金10.27亿元

（其中中央、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7623万元）

其他涉农统筹整合资金5.87亿元
共实施项目建设1568个扶贫项目

其中产业扶贫项目681个、基础设施

项目 687 个、其他项

目200个

累计建成特色产业项目落地402个
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

重点围绕发展桑蚕、养山鸡、
养蜂等9大特色产业

采取“龙头企业（或合作社、村集体经
济、种养大户）+基地+贫困户”等4种产业
扶贫模式

引导贫困户以帮扶资金或种苗折算入
股到经营主体合作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
从2016年9713元
提升至2019年12968元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入
从2016年2806元
提升至2019年10625元

制图/杨薇

突出优势特色 打造产业扶贫机制A
都说养蜂人是随风而行、逐花而

居，琼中的蜂农们却是个例外。入冬
时节，北风渐起、百花凋零，位于琼中
长征镇什仍村的一片槟榔林里，依旧
有不少蜂群穿梭于花丛中。

“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林子
里花草种类繁多，酿出来的可都是品
质上等的百花蜜。”什仍村党支部书记
王贵专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村于
2017年成立养蜂合作社，吸纳50户
贫困户抱团发展养蜂产业，年产值逾
40万元，一只只“嗡嗡”作响的蜜蜂早

已成了贫困群众增收的“绿色银行”。
什仍村的“甜蜜事业”，是琼中

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的一次有益
尝试。

地处我省生态核心保护区的琼
中，长期以来面临政府要“绿”、百
姓要“金”的矛盾。如何在不砍树、
不填塘、不挖山的前提下，寻找一
条最合适的发展道路？琼中将深
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了
突破口。

“原先村里耕地少，村民们只能守

着几亩橡胶、槟榔地过穷日子，村集体
经济更是‘口袋空空’。”琼中和平镇堑
对村党支部书记王大标介绍，结合村
庄实际及村民们的发展意愿，堑对村
在橡胶林下套种益智果、养殖黑山羊，
并种下一批咖啡苗，让一块地产生多
重效益，预计今年村集体收入将突破
20万元。

不止是堑对村，如今到访琼中的
黎村苗寨，可以看到一处处坡地上绿
橙飘香，一块块水旱田里桑叶郁郁葱
葱，一片片密林深处蜂群嗡嗡，乡村山

野俨然遍地生“金”。
“近年来，依托资源、气候和区位

三大优势，我们优先扶持贫困户发展
桑蚕、稻鱼共生、养鸡、养鹅、养蜂等
5类‘短平快’产业，辅助发展养羊、
养牛、益智、油茶等4类中长期产业，
因地制宜做足特色产业文章。”琼中
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6年来，该县引导贫困户以帮扶
资金或种苗折算入股到经营主体合
作，累计建成特色产业项目落地402
个，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

建立机制保障 解除农户后顾之忧B
自从政府帮忙卸下教育、医疗、

住房“三座大山”后，琼中什运乡南
平村青祖湾村民小组脱贫户王理
辉便开始一心谋划产业发展。可
一没资金，二没技术，这产业发展
之路究竟该怎么走？刚开始，他心
里并没有底。

“政府免费提供桑苗、蚕种和蚕
房，还有专门的技术指导人员，养出
来的蚕茧由企业直接包销，你就出
个劳力，还担心啥？”2018年9月，在

得知王理辉的心思后，南平村帮扶
干部黄佩当即向他推荐了典型的

“短平快”产业——种桑养蚕。
顾虑被打消的王理辉，在当地政

府及帮扶干部的“保姆式”服务下，很
快将自家一度撂荒的5亩多旱地全
部翻种上桑树，如今每年光这一项收
入就能达两三万元，“不用外出打工，
每半个月就能卖一批蚕茧，就像按月
领工资似的，心里踏实。”

“许多贫困群众和王理辉一样，

其实并非没有内生动力，只是自身
抗风险能力差。”在琼中县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人看来，要想增强产业
扶贫实效，还需“扶上马再送一程”。

过去5年来，琼中一方面在技术
服务、生产实践等方面为农户提供专
业技术支持，一方面推行“龙头企业
（或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种养大
户）+基地+贫困户”四种产业扶贫模
式，正逐步解除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的
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大政策、资
金与技术支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之余，琼中还开发出橡胶风灾、槟榔
价格指数、家禽或牛羊养殖等13个
农险普惠险种，以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投保对象，对吸纳贫困户保险
标的物或数量占比达到 50%以上
的，保险费由财政全额兜底；达不到
50%且不低于 20%的，由财政补贴
70%的保险费，用一套“组合拳”让
产业扶贫结出硕果。

创新养殖模式 调优畜牧全产业链效益C
12月11日午后，琼中黎母山镇

干埇村的一处山鸡养殖基地里，饲养
员庄灵溪轻轻按下棚内自动饲喂机的
中控按钮，一捧捧颗粒状的生态饲料
便立即顺着管道投入到各个栏舍。

令人惊讶的是，吃饱喝足后的上
万只山鸡肆意排泄，栏舍内却闻不到
一丝臭味。

原来，“秘密”藏在漏粪板下
——栏舍底部铺设锯末、稻壳等有
机垫料，添加微生物益生菌发酵垫
料降解鸡粪，不仅有效降低臭味，
最终形成的有机肥也将用于农田种

植，实现生态养殖“零排放”。
“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大棚外围增

设了‘轮养区’，做到适度散养、循环轮
养。”在琼中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
钟祥宥看来，过去农户几乎家家户户
养鸡，虽说投入小、回报快，一年到头
却挣不回几个钱，“要想打破养鸡不赚
钱的‘魔咒’，必须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

以“种苗品质化、设施标准化、生
产规范化、防疫程序化、粪污无害化、
检疫严格化”为建设标准，2019年3
月，琼中分别在黎母山镇新村、榕木村

和干埇村建起2个山鸡肉鸡场和1个
蛋鸡场，饲养山鸡、绿壳蛋鸡约10万
羽，吸纳黎母山镇约320户贫困人口
抱团发展。

持续推进畜禽产业规范化，不
仅仅限于山鸡养殖。经过充分的市
场调研与分析后，琼中将小黄牛、山
鸡、阉鸡、五脚猪、土猪、草鹅、黑山
羊、竹狸、豪猪、山鸡蛋等十大畜牧
产品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建成一批
优势突出、特色明显、生态循环的养
殖示范基地。

与畜牧养殖规模同步扩张的，还

有从栏舍一路延伸至加工厂的全产业
链条。

“各个养殖基地的牛羊等禽类出
栏后，可以直接将其拉到屠宰网点集
中进行初加工处理，之后要么通过冷
鲜车配送至市场，要么进行精深加工
制成食品。”钟祥宥介绍，目前琼中已
对县域内屠宰场进行标准化升级改
造，通过完善低温冷藏库、生产运输车
等配套设施，引入多条精深加工生产
线，正全面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和畜牧
业全产业链综合效益。

（本报营根1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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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林学健

12月11日下午，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生态科技产业园内的一处食用菌种植基地里，几
名工人穿梭在一排排的菌袋间，双手上下翻飞，
不一会儿面前的篮筐里便堆满了一簇簇新鲜蘑
菇。眼下正值食用菌产销两旺的季节，一朵朵鲜
美可口的小菌伞在装袋、打包、灭菌后，将被销往
全省各地。

长期以来，因受气候、技术条件限制，海南市
场上的食用菌类几乎一大半都是依赖岛外输送，
一方面影响了食用菌的新鲜度，另一方面使其成
本增加。“海南对食用菌的需求量很大，但却一直
没能形成规模化种植，我们也是瞅准了这一市场
空白。”该基地负责人王昌宾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他经过多地考察后发现，琼中山区的气候冬暖夏
凉，非常适合食用菌生长。

2013年，王昌宾在琼中生态科技产业园成立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从福建引进香
菇、茶树菇、银耳、琼蕈白菇、竹荪等食用菌品种，
占地35亩的7个种植大棚也陆续建成。“我们的
食用菌市场批发价在6元至8元之间，新鲜又便
宜，非常受欢迎。”王昌宾介绍，如今该基地所产
食用菌销往海口各大商超，年产量达40万斤，年
产值逾240万元。

投产周期短、经济收益快，食用菌的产业优
势也让不少贫困户跃跃欲试。目前，琼中恒辉种
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吸纳5户贫困群众以扶贫资
金作为股金入股抱团发展，并提供了近30个临
时、长期就业岗位，让周边村庄贫困群众既能在
家门口上班，还能近距离学习到食用菌的生产流
程，可谓一举两得。

“食用菌产业市场前景广阔，明年我们还将
吸纳更多贫困群众加入合作社。”王昌宾透露，接
下来，该合作社还将结合县里的乡村旅游规划路
线，投入100万元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推出休闲
采摘蘑菇体验活动，让游客来琼中感受原生态美
景之余，体验农事乐趣。

（本报营根12月11日电）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食用菌产业，年产值达240万元

种下小蘑菇 撑起致富伞

琼中大力实施农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带动5212户贫困户抱团发展

走好产业扶贫“特色路”
打造现代农业“新引擎”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或翻地起垄，或忙着铺
设地膜，12月11日一大早，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红毛镇草南村的一处田洋
间，处处呈现冬季瓜菜备耕
的忙碌景象。

“前段时间刚刚卖了今
年最后一批蚕茧，眼看入了
冬，得赶紧把苦瓜苗种上。”
草南村村民王世标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除了发展种桑
养蚕、冬季瓜菜产业，他空
闲时还要上山打理槟榔林、
橡胶林，一年下来纯收入能
有五六万元。

通过“多条腿走路”实
现多重收益的，可不止王世
标一人。

围绕桑蚕、养山鸡、养
蜂等9大特色产业，过去5
年来，琼中采取“龙头企业
（或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种
养大户）+基地+贫困户”等
4种产业扶贫模式，大力实
施农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
正闯出一条“政策推动、创
新驱动、典型带动、三产联
动、资金撬动、教育引动”的
农业产业扶贫新路子。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最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
岭镇岭门村脱贫户莫翠仙给家里添
置了一件新家当——大书柜。

书柜摆在屋子里的显眼位置，上
头整整齐齐塞满了各种书，凑近一看，
不少都是与学前教育相关的专业书
籍。“我明年6月就能拿到大专毕业证
了，到时候我还要报名参加教师资格
证的考试。”谈及自己的学习进展，35
岁的莫翠仙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让
人难以相信，如此积极上进的她也曾
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2016年第一次去她家走访时，

看到她几乎是扶着墙踉跄着走出来
的，后来仔细询问才知道，这是长期营
养不良而引起。”岭门村原驻村第一书
记黄海军还记得，那时候莫翠仙一家
四口住在破旧瓦房里，全家人的吃穿
用全靠莫翠仙的丈夫打零工换得，“别
说给莫翠仙买营养品了，他们一家连
吃顿肉都难。”

考虑到莫翠仙一家的经济状况，
2016年，当地政府将其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并送来了医疗、教育、住房等
一系列“精准扶贫套餐”。

“政府帮忙盖了平房，2个孩子的
上学问题不用愁，我放宽心养病，身体
总算一天天好了起来。”莫翠仙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在帮扶干部帮丈夫谋得
一份保安的工作后，她也在镇上找到
了一份幼儿园保育员的工作，两人每
月工资加起来逾 5000 元，终于于
2017年顺利脱贫。

脱贫后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莫翠
仙的眼界也变得愈发开阔。

“平时我负责在幼儿园照顾孩子
们生活起居，但这份工作的可替代性
太大，要是我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以后
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了。”莫翠仙说，刚
开始冒出这一想法时，不少亲友朝她

“泼了冷水”。
的确，考教师资格证至少需要大

专学历，而莫翠仙读到高中就因家贫

被迫辍学，加上如今又有家庭、工作需
要兼顾，让这件事更是难上加难。可
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的莫翠仙还是想要
试一试，2018年8月，她正式报名参
加成人高考，成为一名学前教育专业
的大专学生。

白天忙着上班、照顾孩子，莫翠仙
只能趁着晚上一家人睡着后再看书学
习。“远离学生生涯多年，如今重拾课
本，学起来的确费劲。”莫翠仙说，遇到
不懂的问题时，她几乎是逢人就请教，

“附近幼儿园的老师被我问了个遍，就
连帮扶干部上门走访时，也会忍不住
向他们请教学习上的问题。”

莫翠仙这话，惹得她的帮扶责任

人吴育章止不住地点头。“上一次已经
凌晨一点，我还收到了她请教学习问
题的短信。”吴育章笑言，要论刻苦好
学，在岭门村几乎没人比得过莫翠仙。

刻苦当然会有回报。不久前，莫
翠仙收到成人高考考试合格的通知，
这意味着明年6月她便能拿到大专学
历的毕业证，但眼下她的学习劲头却
丝毫没有放松。

“最近我攒钱买了不少专业书，甚
至还狠心花2000块钱买了台电脑，为
的就是接下来更好地备考教师资格
证。”莫翠仙坦言，这对于她而言是一
场“硬战”，但她有信心能打赢。

（本报营根12月11日电）

琼中湾岭镇岭门村村民莫翠仙脱贫后继续学习深造

昔日脱贫户 今朝大学生

⬅ 12月11日，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营根镇的海南琼中美味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展示包装好的黎母山鸡蛋。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村民在销售蚕茧。
（琼中宣传部供图）

12月11日，在位于琼中生态产业园的琼中恒
辉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附近村民采收香菇。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