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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李克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在第七个
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
涝灾害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决心不动摇，全党全社会勠
力同心真抓实干，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
众顽强奋斗攻坚克难，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成就。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
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
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
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
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
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

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
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
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
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挂牌督战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促进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加强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做好贫困劳动力稳
岗就业，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人口提前
加强针对性帮扶，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要做好脱贫攻坚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通过持续
努力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为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
迹报告会 17 日上午在京举行。会议传达
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保持高昂的攻坚精气神，确
保高质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力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着力解
决好扶贫产品销售问题。要巩固脱贫成
果防止返贫致贫，持续推进扶贫产业发
展壮大，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要
做好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确保过渡期内各项政策平稳
过渡，接续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振
兴。希望获奖者珍惜荣誉、勇担使命、

当好表率、再立新功。
会议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进行
了表彰。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村委
会主任杨宁、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厂
镇前何村第一书记韩宇南、江西省宜春
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支月
英、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肝胆
外科二中心移植外科副主任朱震宇等获
奖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了事迹报
告。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等在主会场参加
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东西部扶贫协作领导
小组成员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决胜时刻向脱贫攻坚冲锋

海南 2 人 1 单位获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咏梅 获奉献奖
●海南正和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姚佩君 获创新奖
●万宁市扶贫办 获组织创新奖

奉献奖徐咏梅：20 年如一日种植热带水果 带动 3 万多人脱贫
10 月 17 日是我国第 7 个扶贫日，
也是第 28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当天，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
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对今年
获奖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隆重
表彰。海南 2 人 1 单位获奖。
“这 份 荣 誉 是 海 南 脱 贫 攻 坚 的 成
果，它属于海南 8000 多名扶贫干部。”
17 日，走出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
彰大会的会场，手捧组织创新奖的万宁
市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蔡子劲内心感
慨万千。同样心潮澎湃的还有获得奉
献奖的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徐咏梅，以及获得创新奖的
海南正和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姚佩君。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记者钟圆圆 韩星 苏桂除

徐咏梅提醒包装厂负责人严格把
关，轻拿轻放，避免碰伤凤梨。
（资料图）

在临高，说起徐咏梅，人们总能把
她和这里的热带水果联系在一起。从
1999 年投身农业至今，徐咏梅一直在热
带水果产业领域深耕，一干就是二十
年，成功带动 7137 户 31328 名贫困人口
脱贫出列。
20 年前，徐咏梅在新西兰从事外贸
业务时，被当地先进的农业深深触动。
一枚普通的猕猴桃，通过现代农业技术
和科学管理经营，竟然可以形成闻名世
界、年产值过百亿的“奇异果产业”。回
国时，徐咏梅把国外先进的生态农业理
念和技术带了回来，创办了海南天地人
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一边在临高县
创业，一边扶持当地农户，试图探索出
一条长效帮扶机制。
“你们是海南省龙头企业，是上市公
司，有诚信也有实力，希望你们参与到
产业扶贫中来。”2015 年，全国脱贫攻
坚战正式打响，当时的临高还是国定贫
困县，徐咏梅收到了来自临高的一份特
殊“参战邀请”
。
只有把个人美好愿景和国家的扶贫
大业结合起来，走产业扶贫、科技扶贫
的道路，才是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根
本出路。抱着这样的期待，徐咏梅开始
了扶贫之路。
徐咏梅带领公司帮助贫困户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转变种植方式，改造经济
收益低的甘蔗、桉树林地，与贫困户合
作开发种植香蕉、蜜柚、凤梨等高效热

带水果，并采取草本木本套种，以短养
长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临高美台村 3300 亩热带水果长廊风
景如画；热带水果健康种苗产业园和 7
个热带水果示范栽培园落地开花；香
蕉、蜜柚、凤梨、火龙果等为主题的共
享农庄纷纷落地；万亩凤梨产销两旺。
为实现永续脱贫，徐咏梅提出通过技
术培训等科技帮扶手段，引导贫困户走产
业化发展之路，让贫困户和种植户共享
公司的品牌和渠道，并结合种植基地的
劳务需求，积极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在 2016 年—2018 年的扶贫模式基
础上，2019 年，徐咏梅带领团队探索出
“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和“热带水果专业合
作社+”模式。
“ 三位一体扶贫模式”集产
业扶贫基地、农民技术培训基地、扶贫工
场于一体，搭建扶贫产业项目与贫困户之
间的桥梁，不断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经
营能力，建设贫困家庭劳动力储备库和用
工供需信息平台，
带动贫困户就业。
朝着“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扶贫产业
经营队伍”的目标，徐咏梅在临高 10 多
个乡镇开发了 10 万亩“退蔗还果”扶贫
接力项目，由龙头企业、村委会、农户、贫
困户共同出资组成“热带水果专业合作
社”，通过“热带水果专业合作社+”模
式，建立有效的运营机制，吸引更多的
贫困户到合作社来，培养其自我运营的
能力，让贫困户学着自己当老板。
通过一套“组合拳”，公司的产业精

准扶贫模式逐渐成熟，初步建立起产业
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使贫困户享有长
期、稳定、高回报、有保障的收益。截
至 2019 年 12 月底，公司采取“土地入
股保底+分红”模式，贫困户土地入股
338 亩，累计精准扶贫 82 户；农民技术
培训基地培训贫困户 7895 人次；临时用
工 25 万多人次，其中贫困户 3.75 万人
次；热带水果产业扶贫项目实现分红
2213.03 万元，已使 7137 户 31328 名贫
困人口脱贫出列。公司还通过种苗、技
术管理输出、渠道、品牌共享等形式，
辐射带动 5 万多人的产业发展，助力临
高县脱贫摘帽。
“我做农业 20 年了，最辛苦的是投
身脱贫攻坚的这 5 年，但也是最有成就
感的 5 年。”表彰大会结束后，徐咏梅将
奔赴各地参加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
会，她写下题为 《在脱贫攻坚中成就最
好的自己》 的文章。徐咏梅告诉记者，
一路走来，贫困户脱贫致富，公司发展
壮大，而她也成长为有情怀、有能力回
报社会的企业家，这些变化对她是最好
的褒奖。
过去 20 年，徐咏梅似乎只做了一件
事——种植热带水果，未来更多个 20
年，徐咏梅还将继续发挥海南省扶贫龙
头企业和国家级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在扶贫接力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乡村
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下转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