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核心 以“五定”发力党建 为乡村振兴“造血”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2020年，在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的领导下、在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的指导下，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深刻把握

“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职责定
位，积极推动党支部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聚焦“五定”发力，大力开展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切实增强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充
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五定”包括定标“明向”，规范支部设置强引
领；定制“划框”，规范组织生活激活力；定规“亮
责”，规范教育管理显担当；定量“裁衣”，规范配套
服务重保障；定新“发力”，规范创新驱动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将

党建工作与创新办学手段相结合，在教学班设立
临时党支部，履行班级管理和支部建设职能，为
全体学员做好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确保培训质量和学习效果。

在白沙牙叉镇方香村、七坊镇可好村，省农
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

“校企合作”教学培养新模式：海南省“万名中专
生”培养项目2019级白沙教学点陆续在这两个村
开班，推行“学校课堂+顶岗实训”体验式教学，将

“微党课”搬进先进企业、合作社产业园，倾听企
业党员意见，凝聚发展共识，为农民学员提供一
条“出门是产业、回家是学校”的学习捷径。

“我们以党员教师带动驻村党员干部和党员

农民，形成‘比学赶超’助力乡村振兴的浓厚氛
围，同时，通过一村一户的产业带动，让广大农民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刘云表示，该中心党支部
帮助村党支部规范建设党员活动场所、规范支部
组织生活、完善村各项制度、开展党员教育和务
农技能培训等，注重结对帮扶中的“造血”功能，
打造一支“不走的乡村振兴工作队”。该模式先
后在万宁、保亭和白沙等市县推广实施。

2020年，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被省
直机关工委命名为第一批“创建文明单位示范
点”，并创建省直机关“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
今年，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还被推荐为省直
机关“2021年五一劳动奖状候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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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书记，都准备好啦！一起来跳舞啰！”近
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坚固村活动广场
上，随着动感的音乐响起，被村民称为“舞王”的林
文段，招呼着坚固村乡村工作队队长于贤成一起
来跳舞。

这是一只“明星舞蹈队”，2019年，村民们在
参加第二届全国农民广场舞大赛时荣获“三等奖”

“最佳表演奖”“最佳组织奖”。“明星舞蹈队”收获
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荣誉，更是跳出了乡村振兴
的文明新风，跳出了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2019年，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联合该村
党支部在坚固村召开多次民主生活会，让村党员
干部、党员农民对培训课程建言献策，最终与坚固
村达成“校村合作”协议。

“过去，坚固村产业基础薄弱，没有特色产
业。我曾思考该从哪方面入手，才能既改变村风
民风，又带领村民增收？”于贤成说，后来，坚固村
成立了“南海黎家”农民广场舞队，并和省农民科
技教育培训中心探索“校村共建”新模式，“省农民
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凝聚人心，让党
员发挥示范作用，使得村里风气明显好转，尤其是
组织舞蹈队后，大家的精气神也好了。”

精气神向上，发展产业也有了干劲！今年3
月，在坚固村成立的垃圾回收合作社实现第一次分
红。村民黄享荣当天拿到了9000元，十分开心。

于贤成介绍，坚固村结合当地有害垃圾较少
的情况，将四类垃圾归为三类，分别为可回收垃
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每家每户门前都设置
垃圾桶进行分类。最后，垃圾由合作社成员统一
回收，同时在村中设有垃圾集中回收点，“我们今
年还把业务扩大到陵水，通过发展产业，进一步壮
大村集体经济。”

接下来，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还将与坚
固村在共建微党课、培养轮训村干部、打造“一村
一品”产业示范基地、提升舞蹈队专业品牌、共建
特色农民培训班等方面进行合作，进一步助力乡
村振兴。

为整合资源，显著提升示范带动作用，省农
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与省民宗委、乐东黎族自治
县农业农村局、文昌市畜牧兽医局等部门合作，
围绕产业发展和农民需求，开设畜禽防疫、农民
合作社等专题班，邀请湖南省广播电视台、海南
省广播电视台、海南大学等专业教师团队进行授
课，达到了整县推进和有效提升的目标。

此外，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与海南大
学、三亚文兴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相关院校、
企业开展合作，实现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
合有关农业生产示范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
设挂牌实训基地30个，逐步形成“学校进企业”

“企业进学校”“产教融合”的办学格局。近年来，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开展专题技术讲座212
期，实训活动120次，跨市县、跨区域实训8次。

师资力量强大，缔造农校品牌。省农民科技教
育培训中心精心从省级科研推广部门和市县农业
部门遴选203名专家和农技人员，建立师资库，其中
专职32人，兼职171人。2018年推荐4名教师参加

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学能手“一师一优课”评
比，3人获得一等奖，1人获得二等奖。录制的《海南
非洲猪瘟防控知识讲座》被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采用为线上教学资源，供学员随时参考学习。

同时，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与海南省第
八十三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将共同推动农业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使学员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探索培训结
业证书与专业技能证书“双证”工作。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创新农民培训后续
跟踪服务方式，通过“一对一”上门回访、举办年货
节和组织学员参加冬交会等方式，开展高素质农
民跟踪服务活动，以“现场作教材”，聚焦生产技能、
产业规划、运营管理、模式升级等产业相关问题，进
一步巩固农民培育成果，深受广大学员欢迎。

在农民体育培训方面，由省农民科技教育培
训中心组织的趣味拔河等3项赛事获得全国冠军，
实现海南农民健身体育全国冠军“零”的突破。

刘云表示，2021年，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

心将结合海南乡村振兴工作和自贸港建设实际，
紧紧围绕“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这条主线，发挥
好主力军、主渠道作用，推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高质量发展。

他介绍，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继
续加强党建工作，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尤其是大
力推进干部能力素质提升计划，初步建立“双师
型”师资队伍；二是加快教材编写工作，出版8本
校本教材；三是基本完成校园改造工作，做到同
时容纳200人会议培训食宿服务；四是继续搭建
学员服务平台，探索培训“双证”制度。

此外，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还将实施重
点项目工作：一是继续做好“万名中专生”培养计
划的教学管理工作；二是启动实施“双学历”项
目，新增培养100人农村中专生；三是加强农民培
育顶层设计，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育200
名产业领军人才和400名经营主体带头人；四是
开展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轮训工作，全年组
织培训师资170人。

谋创新 整合师资力量 开创多种办学模式

“在参加学习之前，我从未如此系统地学习
过种植技术，也不懂如何进行经营管理。”七坊镇
南洋村村民李辉龙是海南省“万名中专生”培养
项目2014级设施农业生产技术专业南洋班学员，
他如今也是七坊南洪鑫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李辉龙说，在生产基地的管理过程中，他掌
握了许多农业综合防治的窍门，比如：设置排灌
沟，以利于灌溉和排水。搭架整枝，及时追肥浇
水，防治病虫害和机械损伤……

如今，他已经是半个农业专家，不仅种植的
作物品种越来越多，做生意的思路也越来越开

阔，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据了解，在我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初中

和小学教育程度者占比较高，农村实用型人才中
专业技术高级技师占比较低。这难以适应农业
农村现代化和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也一定程度
上导致增收后劲不足。

近年来，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紧紧围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办好中职教育，进一步
强化实施“万名中专生”培养项目，加快构建和完
善“五高”（“高站位、高标准、高信息化、高度合
作、高质量服务”）教育培养体系。2011年项目启

动至今，共招录中专生约1万名，其中毕业6588
名，在读3105名。

“五高”农民职业教育案例在2020年全国农
民教育培训典型宣介活动中，被推荐为全国农民
教育培训发展典型案例。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中心被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评为“全国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今年还将家庭农场主试
点培育工作放在海南；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农村
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发文，把省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中心列入承担省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
群众“双学历双轮训”单位。

筑体系 构建“五高”培养模式 打造农民培训主阵地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今年来的课程安排，
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联系十分紧密。这是为了
从顶层设计上紧紧围绕产业，因材施教，因产施教，
并在具体施教的过程中，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
滴灌”的转变，解决农民切身遇到的新“痛点”。

结合我省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实
际，该中心“量身定制”了8本适用于“万名中专
生”培养计划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系列
校本教材。目前已完成初稿的验收工作。

去年，“网红”直播带货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业
态，“电商+直播”成为农民朋友亟需掌握的新技能。

2020年5月8日，我省首个“乡村网红电商
班”在海口正式开班。“那场培训非常重要，我十

分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专程从白沙赶到海口参
加培训。”白沙灿然黎锦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张潮瑛说，通过这场培训班的系统学习，自己
粉丝翻倍，成功打造了个人网红IP。目前她在抖
音平台拥有几万名粉丝，主要销售黎锦。

参加这场培训的百名学员中，有32人具有本科
及以上学历，31名为大专学历，是名副其实的高素
质农民。除张朝瑛，培训中心还成功孵化朱晓保、钟
海欧等“网红”农民学员，擦亮了省农民科技教育培
训中心从培优到育优的农民教育培训品牌。

“2021年，我将以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兰花谷为黎族苗族文化传播区域中心点，开发和
利用海南棉纺织技术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基地，助力本土优秀的民
族传统工艺和技艺走出去，传播黎锦文化独特的
魅力，带动更多农民增收，支持海南自贸港建
设。”张潮瑛说。

农民“点菜”，学校“下单”。省农民科技教育
培训中心不仅在课程设置上结合农民自身实际
与当地产业发展需求，在教学形式上也以农民为
中心，送教下乡，把教学班办到农民家门口，把课
堂搬到田间地头，方便农民学习。

目前，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已在市县开
设216个教学班，其中，在城镇的教学班占15%；
在村委会的教学班占85%。据统计，2020年，该中
心在全省范围内累计培训及服务人数6000余人。

塑品牌 围绕产业因材施教 孵化一批网红学员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以“五定”发力党建，构建“五高”培养体系

发挥主力军作用 推动农民教培高质量发展

“种植辣椒的窍门有哪些？记
住这些要点：土地深翻、生石灰消
毒、起高垄、施底肥。”近日，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牙旺村种植基地
里，来自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省农广校）的农业技术专家正在给
100多名学员授课。

一堂田间课程，一次农技交流，
一场满满的收获……结合生产农时，
组织农民学员开展实训教学活动，是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培育“万名
中专生”教学中的典型做法，这既提
高了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也为今后
农业增产增收和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打下了良好基础。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日前，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也指出，坚持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开创自由贸易
港建设背景下“三农”工作新局面。
要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
体作用，加强技能培训，推动高质量
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刘云表示，近年来，该中心在省农业
农村厅的领导下，坚持党建引领、
“五高”理念，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整
合教学资源，健全培训服务体系，由
培优到育优，不断提升教育培训效
果，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输送人
才，并培养出与自贸港建设要求相
匹配的高素质农民。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与
保亭坚固村探索“校村共建”新模式

“明星舞蹈队”
跳出乡村文明新风

1.党建引领

2020年，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被
省直机关工委授予

第一批“创建文明单位示范点”
并创建省直机关“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

2.重点项目

3.送教下乡

“万名中专生”培养项目2011年启动至今
共招录中专生约1万名

毕业6588名
在读3105名

其中

4.选优配强

该培训中心精心从省级科研推广部门和市
县农业部门遴选203名专家和农技人员

建立师资库

截至目前
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已在市县共开设了

216个教学班

在城镇的教学班占15%
在村委会的教学班占85%

2020年
该中心在全省范围内累计培训及服务人数

6000余人

其中

2018年推荐4名教师参加全国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教学能手“一师一优课”评比

3人获得一等奖

1人获得二等奖

其中
专职32人
兼职171人

（本版策划/傅一艺 撰文/傅一艺、袁辉林、郭
彬、蒙运领、蔡花 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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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二届全国农民冰雪项目运
动会上，参赛的海南代表队合影。

保亭坚固村内，村民在跳舞。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送教下乡。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均由省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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