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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扎实推进产业扶贫，有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产业兴荷包鼓 勤劳致富劲头足
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脱贫户符贤：

种好俏兰花 种出好日子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陈诗春

12月16日上午，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兰花
基地负责人符贤正在基地里照看最新引进的品种

“泼墨石斛兰”。“这种花的叶子比较细小，少生病，
生长快，很好管理。”即便是新品种，他也能准确
说出种植方法和特色。

乐妹村曾经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八成以上
家庭都是贫困户，符贤家也是其中之一。2018
年，乐妹村采用“政府+高校+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的模式，发展兰花种植产业。兰花基地需要
一位管理人员，产业发展也需要一位带头人。彼
时，是大学生又是党员的符贤成为了驻村第一书
记王联春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符贤2014年毕业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太阳
能光电应用专业，曾在海口工作过一段时间，
2017年又回到家乡从事槟榔销售工作。在王联
春看来，“他读过书，头脑灵活、勤劳肯干”。

2018年，村里选派符贤等人到泰国学习兰花
种植。正是这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让符贤与兰
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习回来后，看到兰花产业广阔市场的符贤
一心扎进了兰花基地的种植和管理中，每天围着兰
花转，用心去辨别兰花的品种，观察兰花的生长情
况，研究什么时候该喷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
打药，逐渐掌握了兰花种植的技能。同时，他还琢
磨着把兰花制成艺术品，让兰花卖出更好的价钱。

符贤的努力，也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他被大
家选为基地的负责人。但是即便如此，符贤还是
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为了村里的兰花产
业发展，他投入了很多精力。”同在兰花基地务工
的村民文琼润说，符贤安排工作很细致，对兰花产
业发展尽心尽力。”

“起早贪黑，勤奋肯干，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大
学生，他为大伙脱贫致富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
用。”王联春对符贤也十分赞赏。

如今，约20亩的乐妹村兰花基地里，包括符贤
在内共有5名工人，均是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人每月工资4000多元，还有绩效提成。2019年，
在符贤的带领下，乐妹村的兰花产业收入突破230
万元，比2018年的130万元增长了近一倍。

“今年我们的效益比去年还好一些。”符贤
贤毕业工作后，有了收入，已经帮助家里脱贫摘
帽。如今，蒸蒸日上的兰花产业，让他对今后的美
好生活有了更多期待。（本报八所12月16日电）

东方市大田镇俄乐村
驻村第一书记景春林：

舍家为“大家”驻村更助村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陈诗春

“袆航，在玩积木呀，还咳嗽吗？”近日，看着手
机视频中的儿子，东方市大田镇俄乐村驻村第一
书记景春林深感愧疚，但短暂通话后，他又立即投
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

“最近他三岁半的小孩发高烧住院了，他赶回
海口安排家人照顾好孩子后，又马上回到了村
里。”大田镇副镇长许会这说，景春林对脱贫攻坚
工作非常有责任心。

2018年11月，景春林被省科技厅派驻到俄
乐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至今已有两年。驻村工
作以来，他舍小家为大家，跟家人聚少离多，却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打成了一
片，亲如一家。

符亚祖是俄乐村一名脱贫户，也是一名老党
员，景春林经常入户了解他的身体情况，帮助他解
决困难，这让符亚祖十分感动。“景书记人很好，心
里装着老百姓，过节时候也在村里上班，每天都想
着我们村的发展！”符亚祖说。

在景春林的带领下，俄乐村产业扶贫成效突
出。截至目前，该村共投入各级扶贫资金1600多
万元，发展黎锦编织、百香果种植等14个产业项
目，累计分红约360万元。该村261户贫困户
1218人已于去年底全部脱贫，贫困人口人均纯收
入由2014年纳入贫困村时不到2000元，增长至
如今的1.2万元以上。

“这两年来，村里闲散人员变少了，大家都知
道要去工作赚钱，要去发展产业，不再像以前那样
整天窝在家里面。”看着村里的贫困户陆续通过帮
扶和自身努力实现脱贫，景春林倍感欣慰。

“每次我回家都会跟爱人分享工作中的苦与
乐，她看到我帮助村民过上了更好的日子，也感到
很高兴。”景春林说，暂时舍小家，是为了俄乐村这
个“大家”，有妻子的支持，他更有信心把工作做
好，帮助俄乐村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带领村民一
同奔小康。 （本报八所12月16日电）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致富花”添香小康路。12
月16日，走进东方市大田镇乐妹
村兰花文化产业园，盛开的兰花
争奇斗艳，芬芳气息扑面而来。
“依托兰花种植基地，村民既能获
得分红，又能在‘家门口’打工，脱
贫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乐妹村
驻村第一书记王联春说，发展起
来的兰花产业，帮助这个曾经的
深度贫困村摘掉了贫帽，如今又
成为村民奔小康的有力支撑，“真
正实现了‘造血式’扶贫。”

农业是东方的重要产业，该
市依托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因
地制宜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强化产业支撑，培育出火龙果、芒
果、兰花、菊花、食用菌等农业优
势产业，实现每一户贫困户至少
有一个组织化产业帮扶，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说，东
方将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以最大的决心、最强
的力度、最实的举措，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收官战，接续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确保
全市贫困人口与全国全省同步进
入小康社会，为海南实现脱贫攻
坚“三连胜”贡献东方力量。

在东方市高坡岭水库旁，占地
4000多亩的先瑞火龙果种植基地
一眼看不到尽头。先瑞基地是海
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在东
方市的5个种植基地之一。目前，
该公司在东方市种植火龙果2.6万
亩，年产值达3亿元。

2017年以来，北纬十八度果业
陆续与东方市江边乡等10个乡镇
签订脱贫攻坚产业帮扶合作协议，

累计吸纳各方扶贫资金 1.37 亿
元。截至目前，按照每年投资收益
10%-12%的比例，北纬十八度果业
已累计分红3016万元。

培育大企业，带动贫困户脱
贫。近年来，东方市发挥耕地集中
连片、适合规模化发展的优势，大
力扶持涉农企业发展，先后扶持壮
大了北纬十八度果业、水果岛农
业、迦南兰花、容益农业等一批农

企。如今，东方市的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已成为该市脱贫攻坚工作
中强有力的带贫主体。

有了龙头企业带动，还要构建
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稳定的利益联
结机制。东方市积极推行“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等机制，引导扶
持培育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共享农庄、致富能人
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

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科技帮扶、劳
务用工等五类带动措施，把单个分
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变分散经营为
规模经营，变盲目生产为有计划的
按订单或合同生产，实现“项目跟着
贫困户走、贫困户跟着合作社走、合
作社跟着龙头企业走、龙头企业跟
着市场走”的产业扶贫之路，让贫困
户依托龙头企业，获得稳定的土地
租金、股金、薪金。

东方市基层党组织成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

党建引领有力量 脱贫攻坚有底气

产业发展壮大，带来的务工机会
也就更多。不少贫困户进入种植基
地务工，完成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

“华丽转身”。
在北纬十八度果业先瑞基地务

工的，很多都是来自东方市各个乡
镇的贫困户。“我们俩夫妻在这里
工作，一个月工资共有7200元，而
且年底还有分红。”来自江边乡的
脱贫户符翁旦说，有了稳定的工资
收入，家里不仅脱了贫，日子也越

过越好。
2017年至今，在该公司务工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累计达 6459 户、
2.5万人次。“我们还创新实行‘承包
务工’的机制，实现了企业和贫困
户的双赢。”北纬十八度果业发展
规划部经理汤国进说，贫困户不仅
每月能领到稳定工资，年底还有提
成奖励。

乐妹村兰花基地同样给村民提
供了大量务工机会。2年来，该基地

吸纳村里的贫困户闲时打零工2000
多人次，发放劳务费70多万元。

在东方市大田镇，“组团打工”正
帮助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去年，大
田镇在全镇设立24个劳务输出联络
点，为农户和企业、种植基地提供“一
站式”务工用工的桥梁。截至目前，
该镇已和65家企业签订劳务输出协
议，整合企业用工资源，实现劳务定
向输出。今年以来，该镇贫困户外出
务工人数达7000多人次，比往年增

加2000多人次，全镇劳务输出务工
收入达到1300多万元。

12月15日下午5点许，结束了
一天工作后，大田镇报白村村民符女
贵和二三十位同村人搭车回到村
里。“今天是去种植基地种南瓜，一天
工钱150元。”符女贵说，因为村里地
少，不少村民都出去打工挣钱，如今，
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后，工作的机会
很多，“只要勤劳，就不怕没钱赚。”

（本报八所12月16日电）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东方的农
业蓬勃发展。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加
之政府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技能培训，
不少村庄选择通过自主发展，实现脱
贫致富奔小康。

乐妹村的兰花产业是该村自主
发展的产业。该产业项目引入政府
扶贫资金300多万元，建成20亩兰
花大棚。同时，扶贫干部带领贫困
户外出考察，广泛学习兰花种植技
术，并将兰花种植、管理、销售交给
村里培养出来的5名贫困户，仅用2

年多的时间，就将兰花产业打造成
了产值超过800万元的特色产业。
同时，村里也有了了一支永不撤退
的“工作队”。

“现在我们正在把兰花加工成艺
术品，把山柚加工成为山柚油，不断
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带动村
里发展乡村旅游业，实现产业的融合
发展。”王联春说，至今兰花产业已给
全村村民分红60多万元，明年春节
前还将给村民们分红，预计每人能获
得分红约1000元。

“因为产业就是我们自己的，所
以我们在管理上花了很多心思，种出
来的兰花品质好，现在供不应求。”乐
妹村兰花基地负责人、脱贫户符贤说
起兰花产业，自信十足。

乐妹村引进兰花产业，东方市东
河镇西方村则找到了“金豆”。该村
引进海南欧兰德现代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建设了万亩毛豆·南繁制种轮
蔬作业基地。该村不少贫困户学会
毛豆种植技术后，又积极返租土地，
自主种植、管理和销售，实现在“家门

口”创业致富。
为保障农民安心发展好种养

业，东方市还积极拓宽农产品的销
售渠道，不仅在大田镇、感城镇、八
所镇、三家镇建立了4个瓜菜销售
小市场，还先后在广州、北京及河
北高碑店、河南郑州、湖南长沙等
地的20多个知名农产品交易市场
搭建了农产品营销网络。与此同
时，东方还培育了农产品经销大
户、农民经纪人300余人，帮助农户
解决销售难题。

企业带动 精准帮扶强有力

自主发展 特色产业惠村民

就业增收 勤劳务工稳“饭碗”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孙书记人很好，来到我们村之
后，他克服各种困难，不仅帮助村里
发展产业，还推动了村里的环境整
治。”近日，谈起驻村第一书记孙大
印，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脱贫户郑
玲心怀感激。

不仅是新宁坡村，在东方市广袤
农村，正是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代表的
广大扶贫党员干部扎根扶贫一线，强
化基层党建，让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通过
党建引领，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脱贫攻
坚的难关。

加强领导
打造脱贫攻坚战斗堡垒

走进新宁坡村，只见村道干净整
洁、墙壁粉白相间，在村里的文化广
场，儿童游乐场、排球场、篮球场、舞台
等娱乐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整个村庄
充满活力。

这样的好局面，其实来之不易。
“当时整治的时候，有很大的阻力，但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的
模范带头作用，才顺利推进了村里的
危房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孙
大印说，驻村干部通过打造样板间，消
除了农户的疑虑，并采取施工队统一
施工的模式，推进危房改造，最终完成
全村110户危房改造任务。

加强党的领导，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根本保证。

东方市坚持落实“五级书记”抓扶
贫和“一把手”责任制，成立市打赢脱
贫攻坚战指挥部，由市委主要领导任
指挥长，下设16个专项工作组，强化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同时，建立
健全了市、镇、村三级脱贫攻坚战斗体
系，成立11支镇脱贫攻坚大队、185
支中队、527支小队，由市级领导担任
大队长，151个帮扶单位3483名帮扶
责任人编入战斗队序列，实现贫困户
帮扶全覆盖，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
政治保证。

“我们坚持尽锐出战、选优配强，
市委把最精干的人放在扶贫一线，打
造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驻村工作铁军。”
东方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积极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十大
行动”，落实“四带一包”整顿机制，累

计整顿117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的战斗堡垒。

奋力攻坚
党建引领见成效

走村入户访民情，是西方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员每天必做工作。工作
队结合党建工作，坚持在走访中宣讲
政策、调查民情，及时发现和解决群众
反映的困难和问题。针对一时难以解
决的问题实行挂账销号制，责任到人、
限时办结，并及时向群众反馈和公示
办理结果。

“今年初，在疫情影响下村民农产
品销售遇阻，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
部逐户摸排滞销情况，积极对接采销
商，帮助农户减少损失。”西方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王平斌说，及时精准
地解决贫困群众的难点和痛点，真正
做到问题发现在村组、解决在基层，增
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也为脱贫
攻坚汇聚了强大合力。

在“党建+特色产业”行动中，东
方市大力推行“支部+企业+贫困户”

等模式，千方百计帮助农村发展特色
产业，在提高集体经济收益的同时，引
导贫困户、农民群众以务工就业、入股
分红、土地流转等方式参与发展，增加
收入；在“党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中，东方市创新采取分片负责、卫生

“红黑榜”、公益性岗位、积分换物、卫
生示范户等措施，建立健全了农村人
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在“党建+疫情
防控”行动中，东方则在全市215个村
（社区、居、连队）党支部成立了325个

4380人的党员先锋服务队和志愿服
务队，凝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
大力量……

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到推进危房
改造，从培育壮大产业到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从解决群众难题到谋划村
庄发展……在脱贫攻坚战中，东方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夯实脱贫基底，铺就
发展道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的

“红色动能”。
（本报八所12月16日电）

符贤在修剪兰花苗。见习记者 肖开刚 摄

农户在东方板桥镇的
水果岛火龙果基地务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北纬十八度果业的火龙果种
植基地内，贫困户正在工作。

见习记者 肖开刚 摄

党建引领推动乡村发展。如今的新宁坡村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图为新宁
坡村的儿童游乐场。 见习记者 肖开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