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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澄迈征集评选
城市形象标志
作品被采纳最高可获8万元

本报金江6月22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记
者昨天从澄迈县委宣传部获悉，澄迈将围绕城市
形象标志开展网络投票和征集评选活动。据悉，
经专业人士初步评选，澄迈城市形象标志现已评
出4幅优秀备选作品，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凝聚
群众智慧，完善作品设计，同时向社会公开征集新
的城市形象标志设计方案。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包括公开投票抽奖、
征集修改意见、征集设计作品等3个部分。其
中，修改意见被采纳者将获得奖金5000元；应征
设计作品一经采纳，将作为澄迈县城市形象标
志，并经公示、注册通过无异议后，由相关部门
给予投稿者奖金8万元。具体稿件要求、投稿方
式可关注澄迈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微澄
迈”进行了解。

据悉，本次评选工作将于今年7月20日至8
月15日进行。今年10月下旬，澄迈城市形象标
志评选结果将在微信公众号“微澄迈”上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澄迈聚焦·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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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6月 22日电 (见习记
者陈卓斌 记者程范淦 特约记者陈
超)“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澄
迈县共查处涉毒娱乐场所14家，现
场抓获涉毒人员 71 人。这对吸贩
毒人员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也警
示回归社会的戒毒学员不要走上复
吸的老路。”近日，澄迈县委常委、
公安局长潘秋光告诉记者。破获毒
品刑事案件240宗、查获毒品犯罪嫌
疑人 263 名、缴获毒品 43.45 公斤
……澄迈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的累累战果，让澄迈禁毒工作者信心

倍增。
据了解，澄迈针对人员混杂、易

诱使戒毒者复吸的娱乐场所进行了综
合整治。去年10月，澄迈提前部署、
提前行动，高压整治娱乐场所，于11
月对涉毒的金江镇阿波罗酒吧移送文
体部门并建议吊销营业执照。这成为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来，我省
首例因涉毒被实行“一次性死亡”的娱
乐场所。

为防止死灰复燃，澄迈还组织
多部门每周对娱乐场所、宾馆酒店、
出租屋等进行常态化巡查整治，倒
逼相关业主主动加强管理。目前，
全县营业的25家娱乐场所均已形成
了积极防毒、抵制毒品的内部管理

机制。
一方面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

度，另一方面，澄迈为戒毒人员搭桥引
路帮助他们再就业创业。

“你们知道吗？老板看我工作努
力认真，让我升职加薪、带队伍了呢！”
昨天下午，在澄迈县金江镇黄竹社区
戒毒（康复）办公室里，戒毒学员陆原
开(化名)高兴地向大伙宣布着这件喜
事。现在的他，不仅戒断毒瘾超过2
年，还在企业工作中找到了新的生活
方向。

据了解，澄迈县开展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转入社区进行戒毒（康复）
的人员达185人，共推荐33名社区戒
毒康复人员到企业就业。下一步，澄

迈还计划投入600余万元，筹建仁兴
戒毒学员再就业合作社，进一步解决
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问题。

记者了解到，黄竹社区戒毒（康
复）办公室是上月挂牌成立的澄迈
县首个村级社区戒毒（康复）办公
室。早在挂牌前，黄竹村原党支部
书记王泰智就已经组织戒毒学员们
在此进行戒毒、康复活动，共帮助近
50名戒毒学员回归正轨，实现外出
打工或创业。

据金江镇党委委员、禁毒办主任
林海能介绍，澄迈各社区戒毒（康复）
办公室需从戒毒所接收解除强制隔离
戒毒的人员，并与他们签署《社区戒毒
（康复）协议书》，根据协议对每位戒毒

学员进行每月一次的定期尿检，并安
排专人对学员的身体情况、是否复吸
等进行跟踪，同时积极引导帮助学员
找工作、开展种养产业等。

在林海能看来，村级办公室的成
立，表明澄迈在完善“县-镇-村”三级
社区戒毒（康复）机制上已作出了有益
尝试，对更加精准地掌握吸毒人员情
况，以及为戒毒人员打通回归社会“最
后一公里”均大有帮助。

潘秋光表示，经过这段时间集中
开展毒品整治工作，澄迈县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抢劫、
盗窃案件发案率下降，“我们将继续
开展‘八严’工作，为澄迈营造和谐稳
定社会治安环境作出更多努力。”

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澄迈共查处涉毒娱乐场所14家

本报金江6月22日电（见习记
者陈卓斌 记者程范淦）传统建筑多
由一砖一瓦垒砌而成，但在澄迈县
老城经济开发区，有一座12层小高
楼却选择“不走寻常路”——自第二
层开始，楼房均由一块块在工厂里
预装好的剪力墙、楼板等相互浇筑
而成，墙体、楼板间通过钢筋、混凝
土和套筒进行固定，抗震设防烈度
达到8.5度。

今天上午，负责该项目的海南
省建筑产业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关远程在工地向记者介绍，“这
座楼房是我省首个即将落成使用
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其优势包括
节省人力、节能环保以及效率高
等。”他表示，以该楼每层建筑面积
约 1000 平方米计算，使用这种装
配方式平均每5天便可建起一层楼
（含外围护墙），同时工地现场所需
的工人数量也由传统的逾百人降
至20余人。

具体而言，即由构件工厂将钢
筋、砂、碎石等原料进行机械加工，预

先制成一块块单独的钢筋混凝土墙
板、楼梯、楼板等。在标注好相关信
息后，现场施工工人则利用塔吊将运
来的单块预装建材进行精准装配、浇
筑等。记者注意到，整个装配过程简
洁高效，同时有效地减少了工地的粉
尘和噪音等污染。

“这类建筑自第二层起便都使
用混凝土建造，因此耗资不菲，加
上工厂投入、长途运输等成本，建
成一座装配式楼房的总成本约比
传统建筑高出 10%。”但关远程认

为，随着建筑工人薪资成本的不断
上涨，以及建筑行业整体向环保、
高效、节能等方向转型发展，推广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将是大势所趋，

“此外，推广这类建筑，不仅可以有
效地避免楼房出现传统建筑常见
的外墙开裂、门窗渗水等通病，还
能帮助建筑工人接触新技术、锻炼
新技能。”

该构件工厂钢筋班组长吴奇富
对此体会颇深，“在传统建筑工地上
进行作业时，海南夏季的高温常常

会使工人晒伤、中暑，工作效率也大
打折扣。以手工箍钢筋为例，工人
箍弯一两百根钢筋便已累得气喘吁
吁。”如今，在遮阳避雨的构件工厂
里，通过使用数控钢筋弯箍机，吴奇
富可轻松实现每天箍弯钢筋1000
至2000根，全自动的操作不仅解放
了双手，也使得制作出的成品质量大
大提升。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楼房正在进
行内外墙装修，据关远程透露，楼房
预计7月全部可投入使用。

全省首个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下月投用
项目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平均每5天可建一层楼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从蜂箱里割下几块巢脾，放入冰
镇矿泉水中摇匀，昨天，澄迈县琼澄香
中蜂蜜场负责人王文笑着给记者递来
一瓶蜂蜜水，“看看，这可是新鲜的农
家蜜，可甜了！”与蜂结缘27年，让王
文对蜜蜂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我自
幼便喜欢养蜂，但真没想到，在我屡遭
挫折的时候，反而是这些小家伙帮我
重新拾起了创业信心。”

如今，王文位于澄迈县金江镇蔡
禄山村的蜂场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
200余个蜂箱，年产蜂蜜总量达2000
公斤，“通过售卖蜜蜂和蜂蜜，我每年
可获收入10多万元，日子也真像抹了
蜜一般，越过越甜了。”

王文与蜜蜂结缘是在1990年，
“当时还在念初中的我，从一株相思树

的树洞里发现了一个土蜂窝。出于好
奇，便想办法把它扛回了家里，途中还
被蛰了好几次。”随后几年，王文在兴
趣的驱使下，向许多养蜂人学习养蜂
知识，并自己砍树、锯板、钉制蜂箱，利
用课余时间养蜂酿蜜，慢慢学会了活
框土养等养蜂“土办法”。

1998年从中专毕业后，王文选择
留在北京做一名“北漂”，“受学历限
制，我只找到了一份挨家挨户推销电
话机的苦差事。”最终，由于几个月都
没有卖出一部电话机，王文只好返回
海口找寻新的出路。可因王文几次创
业尝试均碰壁，便返回澄迈跟随父母
务农。

原以为创业的脚步就此停滞，但
到了2001年，王文惊喜地发现，蜂蜜
尤其是农家蜜的售价已提高至每斤
20多元。由于秉持传统，坚决不在
蜜蜂生产期用药，王文的农家蜜生意
逐渐有了起色，蜂箱总量也从10多
个不断增加，不久便突破了100个大
关，“我意识到，这个行业可以让我拼

一拼，内心的创业火苗又重新燃烧了
起来”。

随后，通过不断学习活框饲养等
新技术，同时坚持“求质不求量”的经

营理念，王文蜜蜂和蜂蜜的销量节节
攀升，“凭着多年的养蜂经验，我知道
在大寒以及立春后的一段时间，蜜蜂
们从两面针、野荔枝、野龙眼、乌桕等

植物上采花制成的新蜜，味道尤其甘
甜可口，更受消费者喜爱。”因此，王文
精细管理、有的放矢，用品质赢得了好
口碑。

“在2005年和2009年，我的蜂场
均爆发了大面积的中囊烂子病，所有
蜜蜂几乎‘全军覆没’。为此我走访多
方、求教于各养蜂师傅，最终学会了如
何应对这种蜂病。”王文觉得，自己学
会了还不够，必须把养蜂的方法和知
识传授给身边的蜜蜂养殖户，帮助大
家一同发展致富。现在，王文的蜂场
已成了周边蜜蜂养殖户集聚学习的一
方小天地，大家常常在这交流技术、分
享经验。

王文还高兴地告诉记者，经过
和岛外养蜂专家、专业团队的联系
对接，去年 11月，他的产品已经入
驻中国蜂友联盟的电商平台，下一
步自己将通过改良包装、蜂场直销
等方式，不断拓宽岛内外市场、扩大
经营规模。

（本报金江6月22日电）

澄迈养蜂人王文与蜂结缘27载

蜜蜂“引路”，日子越过越甜
创业故事

澄迈开播
首期“空中党课”
以“随身听”方式带动党员“随时学”

本报金江6月22日电 （见习记者陈卓斌）
日前，澄迈县委组织部积极创新“两学一做”学
习方式，开播首期“空中党课”。该课程旨在促
进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力求以“随身听”
的简易方式，带动全县党员实现“随时学”。截
至记者发稿前，首期“空中党课”课程点击量已
突破2.5万次。

据悉，首期“空中党课”内容节选自《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之培养选拔党和人
民需要的好干部。课程开播后，每期均将组织
一位由各党（工）委选送的党员进行领读，采用
声文并茂的方式帮助党员干部加深理解、提高
认识。此外，课程还将以党（工）委为单位组织
党员在网上签到学习，营造出比学赶超的浓厚
学习氛围。

澄迈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澄迈今后将继
续借用新媒体的力量，加大党员学习力度、创新党
员学习方式，用灵活、新颖的形式带动广大党员读
原著、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澄迈开展
种子经营备案大检查
13家种子经营店已备案

本报金江6月22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为
规范农作物种子经营备案行为，保障农耕用种有
序合法，澄迈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与澄迈县
种籽管理检测站近日采取联合行动，在金江镇、福
山镇等地开展了种子经营备案大检查。

在本次检查中，检查组要求各经销商所售种
子包装标签标注应真实、规范、完整，符合《农作物
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规定；各经销商要
注意经营档案规范化，保存好进销凭证，维护好购
种群众的相关利益，检查组还将对不合格的种子
采取召回退货、扣押处罚等；各经销商要加强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保
障售种用种安全。

利用此次检查契机，检查组将加大力度宣传
相关法律规章，并对种子经销商提出的疑问进行
现场解答。据了解，眼下澄迈县水稻种子已陆续
到位，品种数量日渐增加，经销商也已逐步开展网
上注册备案。截至目前，澄迈已进行登记备案的
种子经营店有13家，已备案的杂交水稻品种达
16种。

澄迈法院公开宣判
4宗涉毒案件

本报金江 6月 22日电 （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聂秀锋）今年6月26日是第30个“国际
禁毒日”，为加大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扩大禁
毒工作宣传，日前，澄迈法院在老城就4宗涉毒
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对 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 8
个月到15年不等的刑期，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
行为。

记者了解到，去年11月22日，被告人廖某
高、罗某德、符某福等在完成毒品交易后被民
警当场抓获，共缴获毒品海洛因 69.84 克。澄
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符某福和罗某德非法
贩卖毒品海洛因，危害社会，构成贩卖毒品罪
共同犯罪，且有累犯情形，应当从重处罚。最
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符某福和被告人罗某
德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
人财产5万元。

此外，澄迈法院在公开宣判现场共树立
了 10余幅禁毒知识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将毒品的种类和危害等进行展示。此外，现
场还设置了法律咨询台，由专业人士负责为
群众解答法律困惑。接下来，澄迈法院还将
根据工作实际，让巡回审判和法制宣传走进
更多乡镇，使群众更好地接触和学习禁毒法
律知识。

澄迈县长安镇蔡禄山村养蜂场，王文在侍弄蜂箱。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宋祥达 摄

⬆ 6月 21日，两名技术工人
正在构件工厂检修YTG12钢筋桁
架焊接生产线。

➡ 技术工人正在构件工厂制
作建筑次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