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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羊文彪 实习生李家
梦）近日，记者走进位于王五镇的海南广
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光伏“渔光互补”扶
贫项目基地，鳞次栉比的光伏板在阳光
的照耀下格外显眼，从高空向下俯望，犹
如一片片黑色的鳞片镶嵌在碧绿的鱼塘
之上，光伏板下一群鸭子正在觅食。王
五镇副镇长陈造熊告诉记者：“现今金蝉
共享农庄光伏发电‘渔光互补’扶贫项目
不仅让全镇贫困户865户3794人坐享红
利，同时还为当地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
务工提供了就业岗位，现已成为王五镇
重要的产业扶贫项目。”

海南广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光伏
“渔光互补”扶贫项目位于王五镇徐浦益
花滩上的海南广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养殖基地，该基地总面积1088.24亩，所
处位置有利于太阳能能源的稳定输出，
太阳总辐射的年内变化稳定与水电形成
了较好的互补，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2017年3月，在王五镇政府的扶持下，海
南儋州王五镇徐浦益花滩20MW“渔光
互补”光伏发电工程开始动工，于2017

年12月逐步并网发电，2018年10月全
面完成。

“光伏‘渔光互补’项目是通过在鱼
塘上方安装太阳能发电板，实现‘上可发
电、下可养鱼’，‘一种资源、两个产业’的
集约发展模式，提高了水面资源利用效
率。光伏阵列还可以为养鱼、鸭等提供
良好的遮挡作用，实现养殖和光伏发电
互融互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多赢的局面。”项目相关负责人王文斯
说道：“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鱼塘由于能有
效控制养殖水体水温、pH值，搭配池塘
排污、节水循环等系统，以及复合增氧、
水质在线监测等现代渔业设施，能够保
持良好生态环境，持续产出优质水产品，
实现鱼、电、环境的‘多丰收’。”

“王五镇于2019年6月投入扶贫资
金682万元（其中四个村级集体经济资金
200万元），将全镇贫困户865户3794人
入股到该项目，并协定每年以入股资金
的10%进行分红，分四个季度发放。今
年9月底，全镇将共计分红48.24万元。”
陈造熊说。

“我去年开始到基地务工，每天能有
120元的收入，由于平时要忙家里农活和
照看小孩，不能出满勤，但是自己勤劳
点，每月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补贴家
用。 ”在光伏“渔光互补”扶贫项目基
地里刚忙完下料的基兰村贫困户李黑女
告诉记者。李黑女一家5口人，丈夫外出
务工，家里两个孩子靠她照看，这份离家
门口近的工作正好适合她。

“基地以养殖和其它手工业带动周边
妇女务工，还会为她们培训家庭手工业技
能，让她们在家中也能挣到钱，增加家庭
收入，早日脱贫。”王文斯说。2019年上
半年光伏“渔光互补”扶贫项目基地为
当地贫困户共提供临时就业岗位100余
个。

据了解，下一步该项目在发展光伏
发电和立体生态养殖的基础上，将融入
观光旅游，把农家乐、地方历史民俗文
化、特种养殖一并进行规划，把基地打造
成能发电助脱贫，能垂钓可休闲，可磨豆
腐体验乡愁，有农家乐可品尝美食等集
于一体的农旅综合体项目。

本报讯（记者林晓云）7月10日，“帮扶贫困
户·点亮微心愿”公益圆梦行动捐赠仪式在木棠
镇神冲村委会举行，现场给神冲村委会53名贫困
户赠送电风扇、电饭煲等生活用具。

活动现场，贫困户依次排队领取物品。“来，
这是你的电风扇和电饭煲，请拿好。”神冲村委会
新坊村贫困户符平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物品后
说：“家里有3口人，主要家庭收入是靠儿子在外
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自己也在务工挣钱。这些
天高温不下，爱心企业送来大风扇，非常开心，日
子都觉得凉爽了。”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精准帮扶工作，有效帮
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今年6月30日，南海
网、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南爱心
扶贫网向全省贫困户、孤残或留守儿童、低保户、
五保户等困难群众，征集学习用品、生活必需品
等方面的“微心愿”。而此次“帮扶贫困户·点亮
微心愿”公益圆梦行动捐赠仪式就是圆梦之旅，
满足贫困户的微心愿，体现社会爱心企业对贫困
户的关怀。

“爱心企业心系贫困户，在天气炎热季节，给
贫困户送上电风扇、电饭煲等生活急需品，满足
贫困户的微心愿，让贫困户在炎热的天气中感受
清凉。也希望贫困户在感恩的同时，自我提升，
激发自身内在动力，努力靠自己双手脱贫致
富。”市扶贫办副主任何靖说。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儋州经销商杨兰花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更多的社会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关注和关爱贫困户，一起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

捐赠仪式结束后，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一行进村入户，到贫困户家慰问走访、
交流谈心,在情感上关心、生产生活上帮扶、精神
上安抚，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在动力,使他们不
仅从经济上逐渐改变贫困现状，更从精神上激励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次行动由南海网、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海南爱心扶贫网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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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本报记者 羊文彪 何万常 摄

“莲姐的工作能力很强，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两年
多来，她已经成为办公室人人学习的榜样了。”“莲姐
周末经常加班整理脱贫攻坚工作材料。”“巾帼不让须
眉，‘铁娘子’说的就是莲姐。”…… 同事们谈到对
羊春莲的印象，个个赞赏有加。而面对大家的夸赞，羊
春莲丝毫没有沾沾自喜。在她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一
个特殊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重要的扶
贫政策和精神、工作心得体会、总结、日记等，这些是
她2017年3月分管扶贫办工作以来总结、整理出的
工作要点，她每天都要看一遍，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两
年多了。“温故而知新。”羊春莲笑笑说，这些笔记都是
今后脱贫攻坚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的“奠基石”。

在同事们眼中，甘于平淡、兢兢业业是羊春莲
的工作准则。她也一直把作风建设的重点放在严
谨、细致、求实、脚踏实地上，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
面对脱贫攻坚工作事务杂、任务重、原则性强的工
作性质，她做到了“眼勤、嘴勤、手勤、腿勤”，积极负
责地做好本职工作。

2018年5月产假回来后，羊春莲继续分管该镇扶
贫工作，适逢脱贫攻坚精准识别精准退出大排查期间，
工作紧，任务重，特别是扶贫资料的整理十分繁重，白
天忙不完的工作，晚上只能把几个月大的宝宝哄睡了
之后再打开电脑继续工作。后来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
力照顾宝宝，她只能把宝宝送到姥姥家让姥姥照顾，为
的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扶贫工作中。

2018年是脱贫攻坚整改年，为巩固该镇脱贫攻
坚已有成效，找出短板补不足。羊春莲与脱贫攻坚
小组成员讨论，构建海头镇脱贫攻坚作战指挥体
系，分别设立10个行政村攻坚中队和21个村组攻
坚小队，形成了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位、互
相配合的工作格局。

为了推进产业资金拨付，提高合作社带贫益贫
能力，羊春莲与该镇脱贫攻坚办公室小组成员一
道，积极与民政局联系协调，2018年民政局投入
316.68万元低保资金带动档外低保户加入一片海
渔业合作社，成功落实低保对象产业项目，实实在
在解决了低保对象的收入难题。

扶贫一线的“铁娘子”
——记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个人、海头镇党委宣传委员羊春莲

本报记者 丁子芹

接到任务、分配工作、收集整理材料、处理日常事务、完成工作分配……近日，海头镇党委宣传委员、分管镇脱贫攻坚工作的羊
春莲一到办公室便忙开了。这是羊春莲的工作常态，待她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羊春莲是海头镇宣传委员，因工作出色，2017年3月她被安排分管该镇脱贫攻坚工作，都说脱贫攻坚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接
手这项工作时，她却丝毫没有推辞退缩，而是勤恳敬业、脚踏实地，“弱女子”化身“铁娘子”，日夜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今年5月，
在全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背水一战推进大会上，羊春莲被授予海南省2018年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向先进典型学习 打赢脱贫攻坚战

为全力推动海头镇贫困劳动力就业转移
工作，确保全镇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家庭至少
有1人以上稳定就业。羊春莲与镇脱贫攻坚
办公室成员讨论，陆续组织开展了4期各类技
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位116个，海头镇白沙
地村贫困户符驹位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最近感觉身体如何了？”“家里还缺些
什么吗？……7月10日下午，在安排好上
午的工作之后，羊春莲来到自己包点的贫
困户符驹位家走访。

符驹位家住海头镇洋家东村委会白沙
地村，家中有3个孩子，为给大儿子看病，符
驹位不仅花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还被迫
停止了自己养家糊口的“捕捞”工作，2017
年符驹位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年 10月，经过羊春莲的多方争
取，符驹位安排在护绿员公益性岗位上工
作，每个月有1100元的收入。

“当时，每个月1100元的收入对于我

们家来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符驹位紧握
羊春莲的手感激地说，“莲妹子真是我们家
的大恩人，逢年过节，还会给我们买衣服、
买吃的，就像亲人一样。”

在羊春莲的帮助和鼓励下，符驹位逐
渐振作起来，辞掉还算不错的护绿员工作，
重新拿起渔网，干起捕捞业，在不用捕捞的
日子里，符驹位也绝不闲住，去给正在捕捞
的人当捕捞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2018年，符驹位一家脱贫了，脱贫后的
符驹位勤劳致富的信心更足了，2019年4
月，符驹位在羊春莲的帮助下，向银行贷款
5万元，发展捕捞业，如今，符驹位家的生活
越过越好了。

朴实无华的羊春莲，在平凡的岗位上
尽最大的努力，默默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发一缕光、贡献一分热，用辛勤的汗水谱写
了一名共产党员创先争优、爱岗敬业的奉
献之歌。

立足岗位讲奉献A 真心帮扶促脱贫B

本报讯（记者盘悦华）7月7日，白马井镇召
开2019年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现场推进会。

会上，各村委会包点领导汇报推进整改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并就贫困户住院报销比例、异地
报销、教育资金发放、公益性岗位资金发放等问
题进行现场互动解答。

现场问答的方式使得不熟悉业务知识的扶
贫干部都能够越过高墙，遇到问题时都能对号入
座找到合理的解释，为脱贫攻坚工作扫清盲区，
有力的推动该镇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会议指出，各中队普遍存在医保报销比例超
标，异地医保报销难、程序复杂，教育补助和公益
性岗位资金发放不到位等问题。希望各中队要
认真学习旧地村的先进工作方法，逐项整改存在
的问题，将整改工作抓细抓实，确保脱贫攻坚工
作有力推进。

会议强调，各中队要统一收回贫困户的扶贫
手册，逐项核查，完善扶贫手册填写；各帮扶责任
人要做好贫困户思想工作，多次下村入户，与贫
困户深入交流，多宣传，多教育，不断提高贫困户
的满意度；镇扶贫办要加强扶贫台账工作，抓好
一户一档的材料装订工作，统一用资料袋装好，
完善扶贫工作材料。

各村委会包点领导、组长，乡村振兴工作队
长、副队长，各村脱贫攻坚中队长参加会议。

白马井镇脱贫攻坚问题整改
工作现场推进会要求

抓细抓实问题整改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夏佟）7月10日上午，和庆镇
和祥墟，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扶贫办主办
的“脱贫靠奋斗 致富感党恩”脱贫攻坚励志教
育主题宣讲活动在这里举行。

活动邀请全国著名教育演讲家王海童先生
宣讲。宣讲活动首先播放了反映脱贫攻坚过程
中存在的“等靠要”思想的幽默小品短片，然后宣
讲人王海童围绕“脱贫靠奋斗 致富感党恩”的
主题，通过讲述海南省贫困户王成安从“酒鬼”变
成养殖大户，最终脱贫致富的典型事例，强调思
想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只有改变“等靠要”思
想才能真正脱贫致富的道理，激发村民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

宣讲过程中，很多贫困户都留下了感恩、感
动的泪水，他们自发走向前与帮扶干部们握手致
谢，有的紧紧拥抱，和祥村委会高洋村的贫困户
黄桂平说：“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各级政府派来
的扶贫干部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今天老师的演
讲使他深受教育，今后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努力
奋斗，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驻该镇扶贫干部，以及和祥、文卷、新村、拱
教、美敖等5个村委会的“两委”干部及贫困户等
300多人参加了活动。

脱贫靠奋斗 致富感党恩

脱贫攻坚主题宣讲
活动走进和庆镇

▲王五镇光伏“渔光互补”扶贫项目基地。（航拍图）

▶王五镇光伏“渔光互补”扶贫项目基地养
殖的鸭群。

◀海南广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光伏“渔光互补”
扶贫项目基地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