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交流

在琼旅港澳乡亲在文昌开展
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

了解红色文化
厚植家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日
前，在琼旅港澳乡亲在文昌市开展“永远跟党
走 永远爱祖国”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
以主题交流会和走访参观的形式，了解文昌深
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进一步激发爱党爱祖国的
热情。

文昌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表示，对在琼旅
港澳乡亲一直以来心系祖国、心系家乡，为文昌
发展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在琼
旅港澳乡亲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发挥好平
台和纽带作用，弘扬“侬是文昌人”的家乡情
怀，积极为海南自贸港和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
添砖加瓦。

当天，在琼旅港澳乡亲还参观了张云逸将军
纪念馆并敬献花篮，重温老一辈革命家英勇顽强、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邢福前是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
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他养了14
头黄牛，种了4亩水稻、3亩地瓜和
2亩花生，还带领村民承包房屋装
修等工程。

“低息信用贷款政策好啊，解决
了农民发展生产中的资金难题。”说
起致富经历，邢福前说道。不久前，
他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助下，从
银行申请到100万元额度低息信用
贷款。

据悉，为支持镇村经济发展，
2021年以来，文昌率先在文教镇试
点“金融小镇”创建工作，并开展“信
用村”“信用户”评定，采取整村授信
的方式，支持部分村庄有信用、有市
场的农户获得银行信贷支持，降低农
户融资成本。

“以前都是客户去银行申请，客
户经理到村里调查了解情况。现在

是银行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把柜台
‘搬’到百姓家中，把服务‘送’到田
间地头，通过‘党建+信用村’，实现
整村授信，为村民提供免抵押免担
保低息信用贷款。”中国农业银行文
昌文教支行行长宋金穗介绍，该行
按照村党支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的
推荐意见，主动对接、简化程序、精
准投放、择优选择，筛选出一批守信
誉、有思路的养殖能手、能工巧匠、
民间艺人等具有一技之长的“土专
家”和“田秀才”，就农业产业和创业
就业等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做到

“能贷尽贷”，从而补齐了农户发展
产业融资难的短板，方便村民，也降
低了金融风险。

“有政府和金融机构支持，乡村
振兴如有源头活水，老百姓的生活一
定会越来越好！”邢福前信心满满地
说道。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

乡村振兴的“助力器”

距离陈关上家20公里外的冯家
湾水产养殖户梁昌凛，也是农民小额
贷款的受益者。

6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文昌
市会文镇宝峙村，52 岁的梁昌凛
正在自家的虾塘边投食，他轻轻
提起池塘里的网兜，受惊的对虾
四处逃窜。

“你别看这只有一亩多大的虾
塘，管理起来也有不少烦心事。”梁昌
凛告诉记者，水产养殖是高投入、高
风险的行业，正常情况下，每亩虾塘
每月电费和饲养费都得数千元。而
高昂的成本背后，如果不幸碰上暴雨
极端天气，前期投入很可能就打了水

漂，那就“雪上加霜”了。
这样的情况，梁昌凛不是没有经历

过。几年前，一场暴雨让他辛苦喂养了
数月的石斑鱼几乎跑光了。一筹莫展
之际，是农户小额贷款为他“加油”鼓
劲，提振了继续发展养殖业的信心。

“文昌农户小额贷款发放及时，
政府贴息力度大，让我从事的水产养
殖业发展稳定。”梁昌凛如是说。

据了解，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农民小额贷款贴息工作，划拨
3500万元用于农民小额贷款贴息配
套资金，加上省级配套资金3400万
元，今年农民小额贷款贴息资金达
6900万元。

产业发展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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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加大小额贷款力度，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贷”来及时雨 浇灌致富路

文昌今年已为66户脱贫户

发放全额贴息小额贷款210余万元
覆盖率达48.95%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这边是榴莲蜜、
沉香、椰子树，开垦撂
荒坡地种的，那边有5
亩左右的耕地，用来
种植瓜菜，一年有四
五万元收益。”6月25
日中午，文昌市文城
镇新井村村民陈关上
细数自家产业时，满
眼期待地说。不远
处，是他新盖的房子。

“如果不是小额
贷款带来‘及时雨’，
我都没有本钱投入生
产，更别说改善生活
了。”说起变化的生
活，陈关上由衷地感
慨。

海南日报记者获
悉，农民小额贷款贴
息工作是文昌市“为
民办实事”事项和重
要的民生工程，近年
来正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不仅帮助数千
农民脱贫致富，也助
力文昌当地特色产业
“开花结果”，深受群
众好评。

今年35岁的陈关上曾在深圳打
工，后因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
的孩子回到村里。因家境贫寒，
2014年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能主动外出打工，挣钱养家，
说明不是‘懒汉’，之所以在村里的产
业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生产条件
差，缺乏资金投入。”文昌农商行授信
审批中心主任林剑告诉记者，2017
年，得知陈关上一家的情况后，农商
行工作人员在扶贫干部的引荐下，及
时给陈家发放了2万元贷款。

买种子、购肥料、浇灌田地……
第一年贷款，陈关上全部投进瓜菜
地里。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他
卖瓜菜收益4万余元，不仅如期还
上了贷款，而且小有盈余，这让他信

心倍增。第二年，他毫不犹豫再次
申请了小额贷款，进一步扩大产业
规模。

从首次获得小额贷款至今，陈关
上一家不仅摘掉了“贫困帽”，居住生
活条件也得到改善，电视、冰箱、空调
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最让他感慨的
是，小额贷款“及时雨”是由政府全额
贴息的。

文昌市金融办负责人周坚告诉
记者，文昌本着为民服务的态度，按
照“能贷尽贷”的原则，今年已为66
户脱贫户发放全额贴息小额贷款
210余万元，覆盖率达48.95%，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按照8%
的比例，给予农民小额贷款贴息，市
级配套资金远高于省级要求。

脱贫致富的“及时雨”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吉美琪

时值仲夏，正值毛豆丰收的季节。近日，
在文昌市潭牛镇二公堆村委会下寨村的毛豆
种植基地，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村民小组长
符名伟带领村民在采摘毛豆。

“这里原本是一片撂荒地，30多年没人耕
种，直到近几年，文昌实施农村‘三块地’改
革，我们将撂荒地整合流转，这才盘活了闲置
的土地资源，村集体也有收入了。”符名伟一
边忙碌一边说道。

下寨村毛豆种植基地约100亩，由村集体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引进优质企业耕种，土
地租金为每亩每年400元，光这一项，一年就
能为村集体增收近4万元。

“今年毛豆的行情怎么样？”海南日报记
者问。

“还不错！市场价五六元一斤，平均亩产
1000斤左右。”符名伟说。

除了种植毛豆，不远处，还有村集体建起的
鸡棚。潭牛镇几乎每家每户都养殖文昌鸡，该
村也不例外。从以前的零散养殖，到现在建起
现代化的养殖大棚，一棚能养殖3000多只文昌
鸡，大大地提高了产量，文昌鸡产业也成为带动
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2020
年，该村集体收益8万元左右。

尝到了发展集体产业的甜头，下寨村村民
的脚步没有停下。目前村里还有200余亩闲
置的土地。符名伟说，借鉴毛豆和文昌鸡产业
发展的经验，该村计划引进企业，采取“合作
社+农户+公司”的模式发展养牛产业，“初步测
算，200亩地可以养殖100头牛！”

产业发展了，村子活了，人气也渐渐旺起
来。2019年，返乡创业青年刘放将村子里的闲
置地充分利用，改造成排球场、茶馆等休闲场
所，建起了可提供餐饮、体验农村生活、欣赏田
园风光的农家乐，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踏青赏花、采果钓鱼。

“这几年村子的变化真大，不仅环境越来
越好，老百姓发展种植养殖业的积极性也在
提高。”刘放说，创办农家乐的初衷，也是希望
把城里人吸引到农村，把村里优质的农业资
源和农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新农村
的气象，帮助村民更好地发展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

文昌市潭牛镇二公堆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邹桂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各级政府
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二公堆村争取到专项
资金245万元，将主要用于现代化农庄综合
体建设，村委会将以“党支部+企业+农户”的
模式发展经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

文昌潭牛二公堆村推动撂荒地整合流转，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盘活土地 促农增效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韩彩虹

“有农技人员进园指导，今年莲雾的
产量和品质都大幅提升。”6月27日，文
昌市蓬莱镇石壁村委会凤鸟村村民丁仕
宝在自家果园里感慨道。

村民口中的“农技人员”是指文昌
市农技中心特聘农技员左裕。近年
来，为加强农技推广服务，文昌市积极
落实农技特聘计划，广泛聚集了一批
像左裕一样的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
头，给农民以产业指导，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
才保障。

丁仕宝今年种植莲雾、豇豆、荔
枝等经济作物，左裕常常出现在他家
的地里，对他在选用品种、田间管理、病
虫害防治及采摘等环节都一一进行指
导。当天，看到他家莲雾的长势，左裕
不忘叮嘱：“莲雾现在是到了上色期，一
定要注意炭疽病的防治……如果发现
小果，包括有一些是被虫咬坏的，要及
时摘除，避免它消耗养分，影响健康果
生长……”

文昌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
师吴丽丽告诉记者，目前文昌依托省级

农技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已经聘请了
3位知名度较高、基层工作经验比较丰
富的技术人员，作为文昌的特聘农技员，
为农户解决生产中发现的问题，农户普
遍反映较好。

据介绍，文昌特聘农技员主要通过专
题授课、现场指导、线上技术答疑等方式，
帮助农户解决种养难题，着力突破一批作
物改良、绿色防控、质量安全等重大关键
技术瓶颈，集成创新一批生态循环种养、
农机农艺融合、资源高效利用等技术模
式，应用一批投入品减量增效、废弃物综
合利用、农产品加工储运等先进实用科技
成果。

左裕表示，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真正
实现减少农业生产的投入、提高经济效
益，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如今，文昌市农技推广体系呈现
出干事有队伍、工作有场所、服务有手
段的良好发展态势。文昌市农技推广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文
昌将进一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业务水
平和服务能力，将基层农技推广队伍
打造成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骨干
力量。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

文昌落实农技特聘计划，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送技下乡 助农增收

文昌市直机关
“七一”表彰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吉美琪）为树立
典型表彰先进，激励机关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奋发进取、建功立业，6月25日，文昌市
直机关“七一”表彰大会暨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命
名大会召开，对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

会议通报了全市机关党建和创建标准化党支
部示范点工作情况，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据了解，
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共50名，市直机关“优
秀党务工作者”共30名，20个基层党组织获得市
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会议还命名了2020年度市直机关标准化党
支部示范点并授牌，分别是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第五支部、市委办机关党委第一支部、文昌市税务
局机关党委龙楼税务分局党支部、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机关党委环境卫生管理局党支部、市审计局
党支部等5个单位。

树立典型

文昌举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合唱比赛

奋进新时代 永远跟党走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6月28日晚，“奋进新时代 永远跟党
走”2021年文昌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合唱比赛决赛在文昌青少年活动中心小蓓蕾剧
场举行。

此次比赛分为乡镇组、机关组分别进行。其
中，乡镇组比赛中，全市共17个乡镇派代表队参
加比赛，每队献唱两首红歌，由5位评委进行现场
打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6支队伍脱颖而出，顺
利进入决赛，分别是文城镇、冯坡镇、蓬莱镇、东郊
镇、东阁镇、龙楼镇。

机关组比赛中，9支机关单位队伍进行角逐，
经过激烈比拼，教育、党群、文化旅游、农业、财税
金融、卫生等6支队伍进入决赛阶段。

歌颂党恩

比赛现场。文昌市委宣传部供图

文昌博士服务工作站赴龙楼调研

为打造特色产业
提供专家级服务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先伟）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日前，文昌
市博士服务工作站组织调研组赴龙楼镇开展海岸
线产业振兴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龙楼镇南洋美丽汇、好圣
航天共享农庄、龙楼红海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海边村南海港等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和
乡村产业发展情况。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分别与龙楼
镇代表、乡村振兴工作队成员等进行交流，针对产
业发展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文昌市博士服务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博士服务工作站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平台
优势，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打造龙楼镇乡
村振兴特色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同时，
针对乡村发展实际情况提供专家级服务，下沉
一线进行“一对一”实地指导，力争有问必答，
协助做好乡村产业规划，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贡献力量。

乡村调研

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小额贷款贴息工作

划拨3500万元用于农民小额贷款贴息配套资金

加上省级配套资金3400万元
今年农民小额贷款贴息资金达6900万元

与此同时，按照8%的比例

给予农民小额贷款贴息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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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农商行工作人员与会文镇宝峙村养殖户梁昌凛（左）在交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农商行工作人员帮扶文城镇新井村村民陈关上（右）发展产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