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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 黄秋娜

“豆角爱死苗，打了农药也不行，现
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三道镇番庭村村民王进林向该村党
小组组长王仁英反映他遇到的农业技术
问题，王仁英也不懂怎么解决，但他还是
认真记录下来。

王仁英说：“我们会把问题反映到镇
里，镇里再派技术员来帮忙解决。”和王
仁英一样，村里的其他党员都有这样的
记录本，上面记录的都是群众反映的各
种“民情”。

“村一级党组织是我们党最小的基
石。”保亭县委组织部部长邝旭彪说，针
对农村党组织能力弱、服务意识淡化等
问题，保亭积极采取措施，在村一级党组
织中开展了“民事村办”、“三信三爱”、

“农村党校”系列活动，创新基层党组织
“树形服务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创新模式，为基层党员“搭台”

今年保亭创新打造了“支部抓小组、
小组带党员、党员联农户”的农村基层治
理“树形模式”，在全县406个村党小组深
入开展信党信法信组织、爱村爱民爱亲人
活动。活动要求每名农村党员至少要联
系1—5名群众，通过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帮助群众解决实实在
在的困难，充分发挥出党员先进性。

活动通过以村党小组为核心主导，每
个月常态开展“美丽村民日、美丽村庄
日、党群议事日、村民学习日”四个“日”为
活动载体，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在农村公共
事务、村庄规划、环境卫生治理、矛盾纠纷
调解、家庭邻里和睦、倡导文明新风等方

面的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的最基
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三信三爱”活动中，通过党员联
系群汇总汇集意见和党群议事日，很多
积压多年的问题被发现和解决。六弓乡
田圮村党支部新村村党小组在“三信三
爱”活动中，通过党员联系群众汇集意见
过程中，发现了全村共有28户农户没有
领到林权证，及时将问题提交到了乡政
府。情况反映后，县林业局随即为这28
户农户补办了林权证。

民事村办，便民服务“支招”

为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高为民
办事服务的效率，方便村民就近就地办
事，保亭于2014年9月在三道镇田滚村
试点创办了“民事村办”便民服务工作
站。村民办理各类事项只需在村委会上

交材料，就可由村干部代为办理。据了
解，田滚村“民事村办”服务站成立以来，
共受理各类事项188件，已办结186件，
办结率98.9%。

“在我们村‘民事村办’服务站，‘群
众动嘴，干部跑腿’已经较为普遍。”该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董仕和告诉记
者，现在一孩二孩申请、住房报建等11
类85项都可以在村里办理，未来办事范
围还将继续扩大。

目前，保亭“民事村办”便民服务工
作站已在全县9个乡镇60个行政村全
面铺开，基本实现“证件村里办、补贴村
里领、信息村里查、需求村里帮”。

农村党校，给农村党员“补课”

“大家要牢记职责，把握方法，争做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

戒’的党组织书记。”5月7日，保亭县委
书记王昱正在该县举办的基层党组织培
训班上给党员们上党课，他勉励基层党
员要争做‘四有’党组织书记。

针对村两委、村小组干部及农村党员
培训不正常、培训没场所、没师资、没经费
等问题，保亭采取县委主导，企业出资的
方式在三道镇甘什村创办了海南首家村
企合作农村党校。从去年1月开办以来，
截至目前，已连续举办了24期村干部美
丽乡村建设能力提升培训班，累计培训村
两委、村小组干部1300多名。

邝旭彪表示，保亭通过“三信三爱”
等系列活动搭建的农村党群议事平台，
为群众打开了有话就说的议事大门；为
农村党员干部搭建了做实事的服务平
台；还为县乡政府收集社情民意“精准施
政”打开了基层通道。

（本报保城7月1日电）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卓琳植

从和乐镇港北港骑着摩托车风尘
仆仆地赶回来，曾宪蕃焦黑的皮肤泛着
汗光，脚踩一双凉鞋，裤脚卷到小腿，短
袖湿哒哒地附在身上。村民们说，这是
曾宪蕃每天不变的打扮。

如果不是以“你不来，我们就一直
等下去”为“要挟”，恐怕今天下午，我们
还见不到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宪蕃。

“我真没什么值得采访。”曾宪蕃搓
着粗厚的手掌，似乎为之前拒绝接受采
访而不好意思。指甲缝洗不掉的黑垢
还真应了山根镇干部的话：这是像老黄
牛一样的党员干部。

当了18年村干部，12年村支书，曾
宪蕃仍记得初当干部时，埋在心底的
话：为村里做点事，多做点事。那时的
他，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土豪”。

大石岭村依着大海，却没有港口，农田
也少得可怜，曾经是山根镇9个村委会中
最穷的一个，村里男丁要找老婆，别人一
听是大石岭村的，纷纷摇头。生活所迫，
曾宪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便跟着琼海
市潭门镇的船老板出海打工，不怕吃苦的
他逐渐有了积蓄，带着村里人出海挣钱。

2004年，曾宪蕃满票当选村委会
主任，后又当选村支书。可12年下来，
这个村支书却越来越穷。

“说起来，人家笑话。”曾宪蕃嘿嘿笑着，
试图跳过这个话题。“他什么都要做，哪有时
间搞副业？”村民曹玉珠忍不住插话道，曾书

记带大家致富，他却没时间致富了。
自从当了村委会主任，曾宪蕃一头

扎进村里，带领村民挖虾塘、种瓜菜水
果，自己却没时间出海。“去年，出海只
有十几天。”曾宪蕃说，好在全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近7000元，让他稍感欣慰。

风从田野来，村民围坐在村边的石
桌旁，纳凉休闲。干净的水泥路，平整
的地砖，还有白色栅栏围起来的花花草
草，大石岭村充满安静祥和的田园风。

“以前，村里可不是这样。”82岁的阿公
符新雅说，修村道、建水塔、清垃圾、拉
水管，曾宪蕃总是冲在最前头，带着大
伙一起干，“整个村，数他最累。”

最为干旱的6月，为了饮水灌溉，
曾宪蕃带着村两委干部，从香车水库开
始，为几公里长的水沟清淤。饿了，打

快餐随便吃点，困了，草地上眯一会儿，
愣是4天没回家。“当书记不带头，事情
怎么做？”曾宪蕃这样总结“治村之道”。

可在村民眼里，曾宪蕃从没把自己
当成官，甚至有些傻。

2014年，大石岭村进行危房改造整
片推进，获得指标的25户领得政府发放
的5万元补贴。仍住在瓦房里的曾宪蕃
放弃了这次建新房的机会，只说了句“先
让村民搞”，就这样，村里纷纷盖起了小
洋楼，引得妻子唠叨不已：几百块工资，
还不够摩托车油钱和电话费，人家穿皮
鞋，你还是凉鞋，这图的什么？

“家里的事，说出来人家要笑的。”
59岁的曾宪蕃摇摇头，随后说道，“但这
12年来，我心甘情愿。”

（本报万城7月1日电）

开展“民事村办”、“三信三爱”、“农村党校”系列活动——

保亭基层党组织“树形服务”惠村民

万宁山根镇大石岭村党支部书记曾宪蕃公而忘私服务村民：

这12年来，我心甘情愿

“七一”，重温入党誓词

海口市秀英区司法局、
团委组织数十名党员参观
日寇侵琼罪证南渡江铁桥，
开展“七一”纪念活动，重
温入党誓词。党员们面对
两岸崛起的高楼大厦，感慨
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来之
不易，矢志勿忘国耻，坚定
信念，严以修身，以更大的
热忱投身小康社会建设，为
民族复兴贡献自身微薄的
力量。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三沙综合执法
1号船有了党支部

本报文城7月 1日电 （记者缪影
影）“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党支部。”在建
党94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三沙市综合
执法1号船成立了党支部。在该党支部
成立仪式上，船上的8名党员依照党章
规定选举产生了党支部书记。

“有了党支部，综合执法1号船有了
主心骨。”新当选的支部书记黄亚尼表
示，将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努力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把综合执法1号船党支部打
造成学习型单位，保障海上执法业务又
好又稳又安全地执行。

三沙市综合执法1号船于今年5月
交付使用，是目前三沙市吨位最大、设备
最齐全、性能最先进的执法船，加大了三
沙巡航执法范围，增强了巡航执法能力，
在海上救援和岛礁物资补给等方面也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沙市委组织部副调研员赵金文
说，综合执法1号船党支部的成立，有
利于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将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发挥更大
作用。

省直机关工委与海南检验检疫
局举办宣讲活动

讲述党旗下的海南国检人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蔡大明 孙勇）今天下午，由省直机关工委、海南检
验检疫局联合举办的“颂祖国、唱海南、赞好
人”——海南省直机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暨党旗下的海南国检人专题宣讲活动在海
口举行。海南检验检疫系统的450余名党员干
部、职工代表以专题宣讲、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
共庆党的生日。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贯
彻落实《关于组织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系列活动的通知》精神，掀起“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热潮，连日来，海南省直机关工委以“颂祖
国、唱海南、赞好人”为主题，从国家、社会、个人三
个层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活动。

海报集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77名党员献血21700毫升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
李玮）今天，海南日报报业集团77名党员干部参
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21700毫升。在纪念建党
94周年之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职工用实际行
动践行“三严三实”，展现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
作用。

据了解，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自1997年开始
坚持组织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17年间参与
无偿献血职工共计 1730 人次，献血总量达
498850毫升，他们用热血诠释海南报业人的无
私大爱，用奉献展现了海南报业人弘扬社会正
能量的先锋作用。

海航集团党委成立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李佳飞）根据中

共海南省委组织部、海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
工委批复，中共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海航集
团党委）今天正式成立。

今天上午，海航集团召开党委成立大会。海航
集团党委书记陈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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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海航
集团党委，是践行党中央决定，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推动集团战略转型，实现再次腾飞的重大决定。

据悉，自1993年成立第一个党支部以来，海
航现已发展成为下辖290多个党组织、拥有8800
多名党员的大型企业党委。此次海航集团党委的
成立，标志着集团党建工作正式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全面助力海航集团事业的不断拓展。

福山组织基层党员
观看《筑梦中国》
庆祝党的生日

本报金江7月1日电（特约记者陈
超 通讯员劳凤花）6月30日晚，澄迈县
福山镇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
子观看历史文献纪录片《筑梦中国》，用
这种方式庆祝党的生日。

福山镇党员表示，通过观看纪录
片，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
路的艰辛，增强了大家为实现中国梦而
奋斗的动力，进一步加深了基层党员的
思想认识，让他们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
的工作。

省教育厅组织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郭景水）今天上
午，省教育厅机关全体党员面对鲜艳的党旗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用坚定有力的声音重温了入党誓词。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说，省教育厅党员干部
重温入党誓词，就是进一步明确党员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每一个党员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使“三严三实”成为厅党组
每一名成员和机关每一名党员同志修身做人、用
权律己、干事创业的基本遵循和行为准则。

重温入党誓词之后，省教育厅召开“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立查立改汇报会，省电化教育馆、省
农业学校等19个省教育厅直属单位（学校）的党
委负责人公开查摆单位（学校）存在的“不严不实”
问题，提出整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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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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的热风拂过树梢，黄皮成熟了。一串串悬
挂在枝头，宛如一颗颗黄褐色的宝玉。摘下一颗，剥
去外衣，晶莹剔透的果肉十分诱人，放入嘴里，一股
甜酸立即充满你的味蕾，美妙的滋味，让人欲罢不
能。

黄皮这种神奇的水果，在儋州有比较悠久的
种植历史，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条件，成就了儋
州黄皮优良的品质。今年来，儋州开始着手将

“儋州黄皮”打造为知名农业品牌，并初见成效。
黄皮产业，正迅速成长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优
势产业。

“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成。”提起儋州
黄皮，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大成。据悉，大成全镇145
个村庄，家家户户都种有黄皮树。据不完全统计，全
镇共种有黄皮树28000多株，以调南村、推赛村、新
风村、小岭村最为密集，村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
种有黄皮树。

其中，推赛村南吉村村民小组、小岭村那碑村村
民小组和可沟村可带村村民小组等各存有百年黄皮
园10多亩。因交通便利，加之政府投入引入旅游功
能，南吉村的黄皮园目前最为炙手可热，摘黄皮、品
黄皮美食、赏农村风光的游客较多。

南吉村是一个贫困村，全村36户，半数以上
是贫困户。尽管离225国道只有 800米左右，但
2014年以前这个村子鲜有人关注，村民的经济收
入以橡胶为主，黄皮主要是农户的庭院经济。
2013年，橡胶价格低迷，南吉村年人均纯收入仅
2000多元。

“以前没人重视这种果树，在橡胶价格好的时
候，不少人砍掉黄皮改种橡胶。”推赛村党支部书记

符毅隆介绍说，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黄皮价格
较低，市场价每斤仅3元左右。而去年，南吉村的黄
皮地头收购价涨到8元每斤，今年这个数字又变成
了10元。得益于黄皮价格的上涨，2014年南吉村人

均纯收入增至 6700 元，其中黄皮的贡献率约占
60%，已超过橡胶跃居第一。

黄皮价格的上涨不是偶然的，这得益于儋州市
政府的精心谋划和大力推动。2014年端午节期间，

儋州市政府推出“品香粽·摘黄皮·农家休闲游”活
动，初步改造的南吉百年黄皮园得以走出“深闺”。
今年，儋州着手将黄皮打造成儋州知名农业品牌，通
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推介，儋州黄皮开始声名远扬。

据大成镇党委书记林春晓介绍，以南吉村为代
表的大成黄皮价格一路上扬，也带动了儋州其他地
区黄皮价格的上涨。甚至在海口，有果商开始打着

“大成黄皮”的旗号抢占市场。“以前，是黄皮收购商
来果园里挑选黄皮，现在收购商若给不出令农户满
意的价格，都进不了果园。”

黄皮价格大涨，村民们发展黄皮产业的积极性
又回来了。符毅隆介绍说，目前南吉村开始挂果的
黄皮树约100亩，去年又新种300亩。如今在南吉
村，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种上
了黄皮树，既绿化了村庄，又给村民们带来了增收致
富的希望。

南吉村村民符树武，20多年前就开始利用自家
林地连片种植黄皮，拥有6亩黄皮园。前两年，他
家的黄皮收获后主要靠自己运到附近西培农场的
集市上去卖，价格才5元左右每斤。今年，他将黄
皮园交给村委会统一经营管理，打造成黄皮采摘
园，让游客自采，按10元每斤收费。“今年6亩黄
皮预计产值可达4万元，比往年大幅增长。”符树
武高兴地说。

符毅隆算了一笔账：一株黄皮树单株产量约
50-80 斤，按照 10元每斤算，单株产值至少 500
元。“南吉村每家每户至少种有黄皮树10株以上，按
照今年这个趋势，农户大幅增收肯定不成问题。”对
新兴的黄皮产业，符毅隆信心满怀。

儋州市农技中心主任吴曼峰介绍说，儋州正在
大力发展黄皮产业，将“儋州黄皮”打造成为儋州知
名农业品牌。根据计划，今年儋州将在那大、大成等
地种植黄皮2000亩，三年内儋州黄皮种植面积达到
5000亩。 （白竹 谢振安 黄洋）

儋州黄皮：绿了村野 富了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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