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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佳农民”
到“致富带头人”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

邮储银行支持下，
越来越多的临高渔民
踊跃加入到深海抗风
浪网箱养殖的行列。
梁磊/摄

每年的 5 月至 8 月是我国传统的休渔期，渔民纷纷上岸修补渔船和生产工具，出现在中国人餐桌上的海鲜品种也少了
许多，但在海南临高海丰养殖基地码头上却是另一幅繁忙的景象，前来收购的鱼商蜂拥而至，一筐筐刚刚从深海里收获的
金鲳鱼被忙碌的工人们装进冷藏车，码头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发展海洋牧场，构筑蓝色粮仓，企业+银行+贫困户的合作模式使我们的海洋牧场持续扩大，让人们在传统休渔期也
能吃上海鲜，这就是我们的努力目标……”
63 岁的临高海丰养殖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黄达灵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
48 岁开始创业，
62 岁成为中国“十佳农民”，
黄达灵因为养殖金昌鱼规模大、
水平高被尊称为“亚洲金鲳鱼王”……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的孩子出海早。”黄达灵是
临高县新盈镇头咀村人，今年 63 岁。因为家庭贫困，小时
候，他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不得不退学，跟着父亲出海打
渔，出海打渔的辛劳，让他过早的明白生活的不易。
1978 年部队转业后，回到头咀大队当上大队干部。
1980 年，又从大队回到了他那偏僻的渔村——头咀村，再
次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涯。
超前的理念，昭示着不平凡的人生。为了改变贫困的
生活，
30 岁出头的黄达灵说服家人，
前往海南白沙县当伐木
工人，
回家时却往往是空手而归，
原来他把两年积攒的 36 块
钱做本钱，
贩运起了木头，
并且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96 年，黄达灵回乡搞起养殖，但也经历了诸多波折：
1996 年开始养军曹，因为一次洪水，10 多万条鱼 7 天内死
光，亏了 280 多万元。
但是这次失败的养殖经历，
使黄达灵注意到深水网箱养
殖的安全性和可控性。1998年，
黄达灵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
局租赁了8口挪威旧网箱，
每年租金5万元。当时，
家里的亲
人都极力反对，
“家里人不明白做木材生意赚的钱明明可以
让家里衣食无忧，
为什么现在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
黄达灵准确的判断和敢闯敢试的魄力，最终说服了家
人。2002 年，黄达灵接手了县海洋与渔业局的 8 口挪威旧
网箱后，先后投入 100 多万元改造整修，并且结合海南海
况实际新制作安装了 4 口网箱。在他的不懈坚持下，第一
年就收获了纯利润 175 万元。

从血本无归到东山再起
2011 年 9 月 29 日，强台风“纳沙”正面登陆临高，数以
百计的网箱全军覆没，海边一片狼藉，几百万尾金鲳鱼全
部死亡，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让黄达灵一下子懵了，事
后统计，这场 14 级的台风对海丰养殖公司造成了毁灭性
的破坏，200 多口网箱全部打上岸，鱼跑的跑，死的死，公司
损失达 7900 多万元。
黄达灵深知网箱的重要性，灾后他还是多方筹措资
金，先把网箱修好，但这次受灾让他对挪威网箱的技术彻
底失去了信心，他要研究中国人自己的网箱。
“几百万尾金鲳鱼全部死亡，所有人都觉得我这辈子
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黄达灵说，经过这次惨痛教
训，让他下定决心，发展海洋养殖，必须要有技术做后盾，
技术不过关，就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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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海南省分行
扶贫工作获“优秀”

邮储银行扶持全国
“十佳农民”黄达灵带领渔民致富

从木材商人到耕海牧渔

周刊

后来他和三亚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合作，成功研制出了
一套固定系统。这项系统是利用“水泥墩+铁锚”的下锚
方式，改进网箱固定系统，网箱材料的密度、硬度、厚度都
进行了升级，这种方式可以抗 14 级风。该项研究成功，后
来获得了国家海洋局颁发的海洋科学技术二等奖，海南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科学技术一等奖。并在 2014 年成功经受
住了“威马逊”、
“海鸥”中等强台风的考验。黄达灵说，经
过改造升级后的网箱，其锚泡系统得到了改造，缓冲力也
大为提高，使得网箱在风浪面前毫无畏惧地守护深海里的
金鲳鱼。

从“十佳农民”到
“致富带头人”
“就金鲳鱼养殖这块来说，整个亚洲就是我这里的技
术最强，产量最高。”
黄达灵不无自豪地说。
据介绍，海丰公司已获得海域使用权 6000 多亩，建成
投产 422 口深海抗 16 级风浪网箱，成鱼年产量可达 8000
吨，年产值约 1.35 亿元。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公司已发
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网箱养殖龙头企业之一。其中金鲳鱼
产量亚洲第一，被同行誉为“亚洲金鲳鱼大王”。
2015 年，黄达灵获中国农业部第二届“全国十佳农民”
称号，昔日的“亚洲金鲳鱼大王”
转变为“致富带头人”
。
“黄达灵的网箱养殖获得成功后，渔民抢着加入他的
深海网箱养殖合作社，但很多渔民由于缺少资金，而限制
了发展，为此邮储银行临高县支行共先后向该公司的 21
个下游客户发放了贷款，累计支持海洋网箱养殖达 4000
余万元。”
邮储银行临高县支行支行长黎小锋向记者介绍。
成熟的致富模式和邮储银行的金融支持，使越来越多
的临高渔民踊跃加入到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的行列，不仅
降低了过度捕捞海洋资源的无序生产，而且带动了一批渔
民的致富。截至 2017 年 10 月，黄达灵已经与 9 个乡镇，83
个村委会，约 9000 名贫困户签订了扶贫协议。
符亚武是一个曾经在内港养鱼的渔民，如今也是深水
网箱的养殖户了。
“刚开始做深海网箱养殖由于缺资金，始
终无法扩大规模，后来由黄总担保我从邮储银行贷到了
款，如今我的网箱养殖规模已从当初的 2 口网箱拓展到现
在的 15 口。由于网箱技术过硬，虽然去年受到两个台风
的袭击，但仍丰收了。”
符亚武向记者介绍他的致富之路。
黄达灵说，发展海洋牧场是未来我国建设海洋强国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未来海洋资源的保护和蓝色国土
的守护，他会和邮储银行建立更为深入的合作，让更多的
渔民加入到海洋养殖项目中，彻底改写中国渔民靠天吃
饭的历史。

本报讯 （记者 洪佳佳） 近日，
海南公布
了 2017 年度省定点扶贫单位成效结果，
在全
省 251 家定点扶贫单位中，国家开发银行海
南省分行等 64 家单位考核结果为
“优秀”
。
作为海南深度贫困村屯昌县更丰村的
帮扶单位，国开行海南省分行多措并举推动
更丰村脱贫攻坚取得积极成效。2017 年 9
月，国开行海南省分行积极筹集资金和物资
共计 115 万元，全数投入林兴的养殖基地，
为其扩建养殖小区，并送上黑山羊种羊。如
今，贫困户们通过打工就业、发展种养等多
种方式先后摘去穷帽，目前更丰村已有 56
户贫困户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6%。
党建统领定方向。国开行海南省分行
累计召开 12 次党委会研究定点帮扶工作，
分行一把手先后 6 次走村入户深入调研，加
强基层党支部与村党支部结对共建，捐赠特
殊党费 10 万元修缮村党员活动场所和更新
教育设施。
发展产业促增收。国开行海南省分行
按照“三融”扶贫策略，通过捐赠或引导客户
帮扶等形式，筹集资金 115 万元作为启动资
金，推动设立全县首个村集体持股企业，实
现“资产变资本、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海南银行
开展公益赠书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郑甜）刚
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不少小朋友欣喜地
收获了海南银行赠予的汉字启蒙教材《给孩
子的汉字私房课》。
记者了解到，这是海南银行团委在全行
16 个营业网点开展的“书送未来 助力成长”
公益赠书活动专门为小朋友们所送的福利。
活动时间，凡是到海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办理业务的客户，凭单据到大堂经理处，可
免费为其孩子领取汉字启蒙教材《给孩子的
汉字私房课》一本。
据悉，海南银行已赠出书籍 300 余本，
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海南银行秉持“更
懂海南人、更系海南情”服务理念，通过本次
公益赠书活动，将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
阅读理念传播到每一个孩子心中，倡导多读
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传递书香，共建文
明，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儋州农信社王怀定 70 米书法长卷获收藏

2万元所得捐赠希望工程
本报讯 （记者 汪慧）6 月 3 日下午，海
口国新书苑举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书法长卷展和捐赠仪式，长达 70 米的书法
长卷让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惊叹不已。据
了解，该作品为海南儋州知名书法艺术家王
怀定先生耗时一个多星期创作。
王怀定，
海南儋州中和镇人，
儋州市书法
家协会会员，海南省农信社儋州联社财务部
门负责人。自幼勤习书法，颇得东坡文化熏
陶。恰逢海南岛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王怀
定先生以激动的心情，
利用业余时间，
辛勤创
作，
耗时一个多星期，
以毛笔书法的形式创作
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0 米长卷。
当天的仪式上，海南国新书苑董事长黄
桂提正式将这幅长卷作品收藏。同时，王怀
定也将此次所获的 2 万元人民币正式捐赠
给海南省希望工程，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该长卷作品气势磅礴、震撼人心。著名
书法家、北京菩提书画院院长张锦栋，浙江
著名画家房企遐，海南省油画院副院长张建
雄，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赵福才等均
对 70 米书法长卷给予了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