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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贡

6月29日下午，“仁台农会”省红色
文化纪念馆里，一场村民签约仪式丰富
了村党小组今年的“七一”活动内容。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委会党员
带头通过村集体合作社与石斛龙头企
业的合作，探索出一条产业推动基层党
建之路。

革命老区最听党的话

阳光折射在纪念馆前新修的火
山石板广场，前来签约的每一位村
民都能讲述许许多多关于农会的故
事，于是时间仿佛回到风云际会的
90年前。

农会全称叫苏维埃政府仁台农
民协会，1926 年 6 月受琼山县委指
示所建。当时村子里人口众多，生
活美好，读书回来的年轻人思想进
步，此地很快成为琼西革命根据地
之一，仁台随即成立了琼山第十三
区苏维埃政权。

但是“四·二二”国民党反革命政
变摧残了仁台，许多革命志士、革命
干部和群众被杀害，革命人士陈绍
尧一家老小二十多人被灭门。全村
人口骤减，但革命的种子却从此留
在了仁台。

“党说的话，仁台的群众很快能呼
应。”新坡镇党委书记黄海鹄说，革命的
传统使得全村在构建和谐社会，创建文
明生态村等方面走在前列。

火山院墙开出石斛花

“现在是和平年代，基层党建工作
要与现实情况相结合，不能总是停留在
过去革命辉煌历史中。”黄海鹄认为，夯
实乡村建设，带领村民致富是关键。

2013年，海南石斛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团队来到仁里村委会斌腾
村，将内地十多年的石斛生产技术与火
山石“嫁接”，让金钗石斛组培苗回到原
生态的火山石地貌上驯化。

很快，火山院墙上成功地挂树种植
起了金钗石斛，石斛花开煞是好看。羊
山地区利用价值较低的火山石“点石成
金”，“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还未启动，在村外打工的村民们已经纷

纷回家帮工。地租、短工等收入，让斌
腾村2014年户均收入近3万元。

“等今年石斛大量收获，村民的收入
还要涨。”海南石斛公司董事长彭贵阳说。

黄海鹄和党支部一商量，通过石斛
产业，把那些石漠化的荒地用起来，革
命老村或许就此迎来新的发展格局。

基层党组织带领致富

新的格局，新的生活还应该是党员
来带头。今年4月，新坡镇11个自然村
62名党员分成了4个党小组。“第十三
区党小组”“石桥党小组”“儒万山党小
组”的名字来源于90年前的革命根据地
地名，“石斛党小组”则与村委会当前主
推的产业相联系。

海南石斛公司大学生周缘作为非
公有制党组织成员，加入到了石斛党小
组中，并当选为小组长；一毕业就在海
南石斛公司谋职的斌腾村返乡大学生
李武，已经成为今年新坡镇党委计划发
展的入党积极分子。

看到斌腾村院墙上生机勃勃的石
斛，第十三区党小组负责的仁台和君美
两个自然村按捺不住了。6月29日下
午，党员干部以及仁台村民小组组长麦
典波等率先与海南石斛公司签下了租
地合同，随即全村94户中73户将总共
200亩火山地租给了海南石斛公司。

“组织签约只是一个形式，村民致
富奔小康了，我们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才
真正得到体现。”黄海鹄认为。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本报临城6月30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来了！来了！”今
天上午9时45分，在村口翘首等待的
83岁老党员冯世英，看到两辆黄色大巴
驶进道德村的村道后，高兴地向村里喊
道。车上载的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员干
部，他们是临高县博厚镇加六村委会道
德村的常客了，今天他们要在这里开展

“七一”特别党日活动，和村民们一起，
种植绿化苗木和果树，美化村庄。

位于博厚镇北部的道德村，是一个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村庄，全村现
有村民38户178人，原本主要以种植水

稻、甘蔗、桉树为主，人均年收入仅
2700余元。2014年，省委宣传部开始
定点帮扶这个贫困村。

“一年时间，村子变了！比以前漂
亮多了！”一下车，就有党员忍不住感
叹。去年以来，作为省委宣传部联合帮
扶整村推进改造的示范点，道德村在有
关部门的指导下，完成了整村旧房改造
和全村路网硬化工程，并完善了挡土
墙、文化室、排水、供水、供电等基础设
施建设，村容村貌有了极大的改观，尤
其是那统一规划建设的38栋民居，为
美丽乡村增添了一抹亮色。

“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关心，老百姓
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你们的生活
越过越好，我们就高兴了！”炙热的阳光
下，来自省委宣传部的党员干部们一边
挖土、担水、植树，一边和村民们拉起了
家常。170多株火焰树、小叶榄仁、重
阳木等绿化苗木，100多株山柚蜜红、
菠萝蜜、莲雾等果树，在大家齐心协力、
挥汗如雨的劳作下，很快就种好了。

种好树后，党员干部们又随村民参
观了林下养殖场，茂密的桉树林、橡胶
林下，1万多只文昌鸡苗在啄食、戏耍。
道德村村民小组长冯加东告诉记者，这

是采取“政府+合作社+农户”模式建设
的林下生态养鸡示范基地，政府帮扶修
建鸡棚、提供免费鸡苗，还有专业的养
鸡技术人员进村指导，预计今年仅这一
项产业就可增收10万元左右。

“党员干部就应该经常下基层，接
地气，听听老百姓的心里话，帮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群众才会衷心拥护党。”

“有党和政府的关心，老区群众脱贫致
富的信心就更足了！”党群之间的对话，
暖意融融。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参加了此
次“七一”特别党日活动。

火山院墙·石斛花开·党旗飘扬
—— 一个村党小组的产业推动基层党建之路

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员干部“七一”前赴临高帮扶点植树——

帮扶见实效 老乡感党恩

本报海口6月 30日讯（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吴清洲）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4周年，今天晚上，海口琼山区委区
政府精心准备的大型现代琼剧《生财的
红土地》正式首演。

《生财的红土地》以海口云龙镇开展
“六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题材，用琼
剧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艺术地反映土地确权过程中涉及到
的邻里关系、土地纠纷、文明生态村建设
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用发生在
农民身边的鲜活事例，生动勾画出农村
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所焕发出的勃勃生
机，使群众受到教育、感染和提升。

据悉，作为海口市“第一个计划单列
镇”和“统筹城乡示范镇”，云龙镇于
2013年5月在海口率先开展“六权”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大型现代琼剧
《生财的红土地》首演

本报万城6月30日电（记者赵优 特
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6月30日
上午，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兴章
到驻点村三更罗镇二村村委会慰问，向
困难老党员王明光和黄开轩送去慰问金
和慰问品，并现场要求相关负责人尽快
帮助解决村中饮用水最后600米问题。

近日，万宁深入开展“七一”期间走
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活动，6月26
日至30日，各党（工）委共慰问建国前老
党员71人和困难党员660人。

据了解，“七一”前，万宁市各相关部
门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便民服务活动。
6月30日上午，万宁新中农场医院组织
开展庆“七一”党员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为职工群众测量血糖、血压及病理咨询，
发放预防结核病、艾滋病、肝炎、手足口
病等宣传单500多张，给300多名职工
群众送去服务。

■ 本报记者 陈怡

以党建为基础，打造管理和文化“双引擎”，海
航集团事业获得平稳而快速的发展，从1993年海
南省政府支持的1000万元起步，经过22年艰苦
创业，现在已发展成为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
代金融服务为支柱的现代大型企业集团。

22年来，海航集团以共产党人的责任、使命
和担当来打造企业，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融入
企业愿景，形成了“为社会做点事、为他人做点事”
为主导的企业文化理念，为推动海南经济发展，助
力海南绿色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党的为民理念融入企业愿景

2003年起，海航发起“至善井”公益项目，旨
在为海南缺水地区无偿捐建100口深水机井。时
光荏苒，十年前行。截至去年底，海航至善井已完
成91口，遍布全省18个市县，解决了22万人的
饮水困难。据了解，这100口至善井将于今年全
部完成，据估算总投入将超过3000万元。

同样是一项持续了10年的公益项目，“海航
光明行”团队在过去的10年间无偿为包括海南在
内的国内外近5300多名患有白内障的贫困患者
送去光明。

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陈峰认为：
“海航一直勇于肩负国家使命、承担社会责任。这
是一家由共产党人创建的企业，它具有‘公天下’
的追求，有为社会为他人做事的理念。”

2010年，海航集团董事局发起成立慈航公益
基金会，2013年向慈航公益基金会捐赠了海航集
团约20%的股权，专门用于慈善公益事业。由此，
一个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法人成为了海航集团最
大的单一股东，海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公司。

发挥“红色引擎”作用
地方企业迎来“双赢”

企业党建是企业与地方党委政府联系沟通的
重要桥梁纽带，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红色
引擎”的发动，一方面助力企业平稳快速发展，另
一方面，企业的平稳快速发展又能带动地方经济
的发展。

譬如，海航集团积极承担了凤凰机场股份公
司、美兰机场股份公司等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兼
并重组重任，通过输入海航文化和现代管理技术，
使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获得新生；海南省委、省政
府也一次次在海航集团艰难之时伸出援手，在
2003年“非典严冬”时，注资海航集团，直接促成海
航航空企业集群的构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期间民航业再次受创时，海南省政府再次注资，帮
助海航集团化危机为抓机遇，在危机中发展壮大。

成立集团党委加强非公党建工作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海南省非公经济
组织党工委批复，中共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将于7月1日成立，这标志着海航集团的党建工
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自1993年海航成立第一个党支部以来，目前
海航集团已发展成为下辖290余个党组织，拥有
8800余名党员的大型企业党委。

陈峰表示，党建工作是海航事业不断取得发
展的重要助力和政治保障，海航的发展史，就是海
航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奋进史，是党建工作与企
业发展相辅相成、共生共赢所结出的硕果。

2014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
下，海航党建发挥着“红色引擎”强力驱动作用，助
力海航集团实现收入逾1500亿元，经营业绩保持
逆势上扬。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党建红色“引擎”
助力海航发展

万宁慰问700余名
老党员和困难党员

“七一”前夕，在解放海
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广州军
区某通信团全体党员隆重
集会，举行“重温入党誓词
践行入党宣言”暨庆祝建党
94周年活动，引导全体党员
牢记党员身份，珍惜党员荣
誉，履行党员职责，强化模
范带头意识，牢记强军使命
和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庄
严诺言，争当新“四有”军
人。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张晓霜 摄

重温入党誓词
践行入党宣言

主编：张成林 美编：杨薇 专题

儋州
黄皮、黄皮鸡

有售

直销电话：
15103613961（店长严女士）

地址：
儋州品牌农产品直销店（那

大城区文化广场附近）

销售热线：
13086038371（符理事长）
15808959063（符经理）

采摘销售地址：
儋州市大成镇南吉村百年黄

皮园

在儋州市大成镇南吉村，有一片罕见的黄皮园，
园内百年树龄以上的黄皮树达160多棵，面积近10
亩，其中最古老的一棵黄皮树经植物专家鉴定有
300年以上历史，堪称“海南黄皮王”。目前，当地政
府围绕百年黄皮园大作旅游文章，这片古老的果园
和它所在的村子一起，焕发出勃勃生机。

清代黄皮园今犹结硕果

南吉村隶属儋州市大成镇推赛村，位于225国
道156公里处，处在海南热带植物园与石花水洞的
中心点位置。这个仅36户、186人的小村子，种植黄
皮的历史有数百年之久，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有
黄皮，在省内有一定知名度。每逢黄皮成熟季节，南
吉村就会迎来海口、三亚等地的黄皮收购商。

百年黄皮园位于南吉村北部的南吉岭脚下，其
间草木葱茏，鸟雀啾啾，百年以上树龄的黄皮树随处
可见。其中一棵高约10米、树围约1.5米的黄皮树，
经鉴定有300年以上历史，约种植于清朝康熙年
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历经百年风雨的黄皮树，至
今仍能结出累累硕果，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单株产量
最高可达600斤。

据推赛村党支部书记符毅隆介绍，百年黄皮园
的起源已无据可考，何人何时因何种植，完全没人知
道。即便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不知道这座黄皮
园的来历，只知年幼时已经存在。“这很奇怪，在过去
小农经济时代，人们种果蔬多以自给自足为主，连片
种植黄皮非常罕见。”符毅隆说。

古人为何连片种黄皮无可知晓，但如今南吉村
村民爱种黄皮是有原因的。据村民符在启介绍，和

荔枝、龙眼、芒果等果树相比，黄皮几乎无虫害，抗病
能力强，又耐干旱，枝干矮小有韧性，抗台风能力
强。“不用施肥，不用打药，易种易管。”符毅隆说，此
外黄皮果还有消食、润肺、降火、生津等功效，因此深
受村民喜爱。

更加重要的是，经儋州市、大成镇两级政府的精
心谋划和大力推动，黄皮已成为南吉村强劲有力的
经济增长点，围绕黄皮产业，南吉村开始完善旅游功
能，融合一产、三产，发展以黄皮为主题的休闲观光
农业。黄皮，一跃成为南吉村脱贫致富的希望之果。

黄皮成儋州旅游新亮点

据大成镇党委书记林春晓介绍，黄皮喜温暖、好
湿润，成长土质以砂壤土最为适宜。大成镇气温、降
水、土质条件都非常适合黄皮生长，是儋州黄皮种植

最早的地区，也成就了大成黄皮优良的品质。“海南
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成。”大成黄皮以果大、肉
厚、汁多、籽少且小著称。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橡胶价格大幅上涨，许
多群众开始砍掉黄皮树，改种橡胶，大成的黄皮种植
面积一度缩减。南吉百年黄皮园也从原有的20多
亩减少至现在的10亩。2013年开始，橡胶价格持续
下跌。

“如何引导群众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寻找新的
促农增收点？我们一直在思考、研究。”林春晓说，
大成镇最终决定挖掘本地传统特色产业，以黄皮
为切入口做文章。经过调研，靠近225国道、处于
海南热带植物园和石花水洞中心点、黄皮连片种
植面积较大的南吉村发展前景非常可观，遂决定
将其扶持、打造成为休闲观光农业景点，再辐射、
带动周边。

经儋州市、大成镇两级政府大力扶持，南吉村
如今已经逐步完善旅游功能，改善了道路交通，建
成了农家乐、观景平台等旅游设施。围绕黄皮主
题，南吉村陆续推出了黄皮果、黄皮鸡、黄皮猪蹄、
黄皮蜂蜜、黄皮寄生茶等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游
人前往。据不完全统计，最近3周，南吉村已接待
游客1万人次。

旺盛的人气，给南吉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但羸弱的旅游接待能力仍制约着这里的进一步发展
壮大。符毅隆介绍说，由于接待能力不足，他们这个
月已经推掉了好几个120人以上的旅行团。“希望有
企业参与南吉村的开发建设，做大做强百年黄皮园
这一儋州旅游新亮点。”符毅隆对未来充满期待。

（白竹 谢振安 张琳）

摘黄皮果、尝农家菜、赏农村景……

儋州百年黄皮园喜迎四方采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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