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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创业故事

450余名干部听取《塘约道路》
专题报告

学习“塘约经验”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金江7月6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张仁圣）7月4日上午，澄迈在金江镇举行学
习《塘约道路》推进脱贫攻坚报告会，邀请《塘约道
路》作者王宏甲为450余名干部作专题辅导报告。

报告会上，王宏甲紧密结合《塘约道路》和“塘
约经验”，围绕“塘约道路”的起步、村党支部书记
的执行力、专业合作社与村社一体合作社的区别
等内容，运用典型事例、翔实数据，深入浅出地向
大家讲述了一个新时期中国深化农村改革的生动
实践。

会议要求，澄迈全县要迅速召开专题学习会，
全面学习“塘约经验”“塘约精神”。各单位领导干
部要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进一步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工作，夯实基层党建基础；要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根据本地特色、资源、劳动力等，探索行之有
效的村级产业发展模式，通过产业发展提升精准
扶贫成效，打赢2017年脱贫攻坚战。

据了解，塘约村是典型的贵州山区村，在短短
两年时间，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
4000元提升到去年的800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
足4万元增加到80万元，实现了从国家级二类贫
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嬗变，塘约村的嬗变之路
被学者称为“塘约道路”，自去年以来已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特约记者 陈超

今天，在澄迈县金江镇富朗村，许
多参加夏令营的孩子正在崭新的绿茵
场里挥洒汗水、传接射门，玩得不亦乐
乎。

将这片12亩的荒地发展成融咖
啡厅、羽毛球馆、乒乓球馆、足球场、陶
艺作坊于一体的健康产业园，澄迈万
泰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潘少丹直言自
己顶住了不小的压力。她告诉记者，
从一无所有成长至年收入逾500万
元，自己靠的是一股拼劲，以及“站得
更高、看得更远”这八个金字。

亲力亲为
开咖啡馆赚到第一桶金

“我虽是澄迈县瑞溪镇人，但7岁时
便随家人来到富朗村，住在一间简陋的
小房子里。”潘少丹说，因为家境困窘，高
一时她便被迫辍学。后来，她做过服务
员、推销员，还辗转在海南一药业集团驻
上海办事处负责市场开发等工作。

“在上海工作的4年时间里，我跑
过许多单位，深知知识对于个人发展
的重要性。”于是潘少丹一边工作，一
边读完了夜大，但攒下的工资光承担
自己和弟弟的学费、生活费，就已经捉
襟见肘。

“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我依然
不肯对命运低头。”潘少丹思前想后，

决定回到澄迈创业。
潘少丹发现，这里比较缺乏专注

文化且有一定规模的咖啡厅，这让她
找到了创业的第一个突破口。

找亲朋好友凑足第一笔30万元启
动资金后，2011年1月，潘少丹在金江
开起了咖啡馆，“无论是采购、装修、卫
生、管理，我都亲自去抓，经常一天要工
作16个小时以上。”潘少丹说。

随后，潘少丹的分店以每年1间
的速度进行扩张，自己也于2011至
2013年在海南大学完成了MBA课
程，“经过学习，我更加意识到，一家店
如果缺乏文化是没法留住客源的，所
以我依托澄迈独特的咖啡文化，在装
潢和菜单上下功夫，很快便攒足了客
户的口碑。”

正当事业处在上升期时，潘少丹

却调转矛头，开始涉足健康产业。“当
时我计划先建一座羽毛球馆，但朋友、
家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投入高、产出慢
的‘赔钱’生意。”潘少丹没有过多反
驳，而是赶赴多地考察，于2014年11
月在富朗村建起了1座羽毛球馆。

站高望远
在慢生意里将“雪球”滚大

羽毛球馆建成后，收益并不明
显。但潘少丹不急不躁，而是根据自
己的布局，将咖啡厅、乒乓球馆、足球
场、陶艺作坊等一一建成营业，眼下生
意已十分红火。

“创业者要看得更远，不能只顾眼
前。”潘少丹介绍，消费者在打完球后，
如果能找到一个咖啡馆喝咖啡、吃饭，

那么就能形成有效的二次消费。同时，
如果消费者在品尝咖啡时，能够就地解
决健身需求，那就不必舍近求远，去选
择其他的活动方式。潘少丹认为，“创
业者要及时发现和利用产业和产业之
间的带动效应，形成开放的产业链，才
能使自己的创业‘雪球’越滚越大。”

下一步，潘少丹仍打算主攻健康
产业，即除了建起设施完备、活动多样
的健身房，她还希望贡献出更多力量，
通过改造街巷立面、融入体育漫画等
元素，打造出一座富朗体育文化村。

“届时，游客们来到富朗村，不仅可以
根据墙面上的标识，计算自己的步行
距离，还能购买和体验体育、健康产业
的相关服务，这将大大带动周边居民
增收致富。”

（本报金江7月6日电）

金融系统开展金融扶贫活动

98户贫困户
获扶贫贷款219万元

本报金江7月6日电（记者王培琳 见习记
者陈卓斌）近日，澄迈农商银行党委组织下辖的
15个党支部开展“七一”金融扶贫活动，到澄迈县
各贫困户家中进行走访宣传并发放扶贫贷款，当
天共为98户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219万元。据
悉，今年以来，澄迈农商银行已为294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放总额超900万元的扶贫贷款。

记者了解到，澄迈农商银行120名党员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到贫困户家中详细介绍金
融扶贫政策，表示凡是无赌博、无涉毒、无犯罪记
录、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且想脱贫、有劳动力、有承
包地、想发展生产的贫困户，澄迈农商银行都将全
力给予支持。

澄迈农商银行负责人表示，作为地方金融扶
贫的主力军，澄迈农商银行将继续积极助力地方
政府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共同把贫困户变成富裕
户、信用户，与全县贫困户一起，走出一条金融扶
贫的致富路。

澄迈公边46160艇
正式交付入列
续航里程可达200海里

本报金江7月6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王伟）7月4日上午，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澄迈
边防支队在澄迈县老城镇马村港码头举行公边
46160艇入列仪式。据悉，该艇是澄迈边防支
队目前已入列的最大船艇，续航里程可达200
海里。

据介绍，公边46160艇是在澄迈县委、县政
府的支持下，由澄迈边防支队自筹资金并报请总
队后勤部批准后，建造完成的一艘BF1600型摩
托艇。整艘船艇总长16米，宽3.8米，吃水0.9米，
乘载人数12人，最大航速和巡航航速分别达到
25KN和18KN。该艇入列后，将在开展辖区水面
治安巡逻、港口管控、海上缉私缉毒、海上便民服
务、抢险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老城经济开发区
成立专项执法小组

重点整治部分渔排餐厅及“散
乱污”企业

本报金江7月6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王雪丽）7月4日，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召
开整治盈滨内海湾水上渔排餐厅问题和打击“散
乱污”企业专题会议，并成立专项执法小组，明确
分工、加强联合执法，严格查处环保违法行为，在
规定时间内做好彻底排查工作，对于未按期整改
的餐厅和企业依法关停取缔，杜绝污染反弹。

据了解，东水港部分水上渔排餐厅和部分“散
乱污”企业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和未取得相关手
续的情况下，便向海域排放废弃物，造成海湾环境
污染，影响了老城经济开发区的生态环境质量。
会议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监督这部分水上渔排
餐厅和“散乱污”企业进行限期搬迁和整改，并完
善环保相关手续；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
对周边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知
识，让群众充分了解保护内海湾环境和防治大气
污染的重要性。

据悉，专项执法小组成立后，将对相关问题查
漏补缺，加大对相关渔排餐厅和“散乱污”企业的
打击排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部
位加强监管，有效推动相关渔排餐厅和“散乱污”
企业的整治、清理和取缔工作，把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落到实处。

本报金江7月6日电（见习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王家专）“通过引入高
接换冠（即高位嫁接）技术，我们基地
110亩山柚低产林将实现稳产保收，
每亩年产量也将从原来的500斤提升
至2000斤。”昨天上午，穿行在一片绿
油油的山柚林中，澄迈乐香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笃雄高兴地向
记者介绍，自今年4月开始改造的这
批低产林，将在4年至5年内达到稳
产期，6年后达到高产期。

据了解，山柚又名油茶，用其果实
榨出的山柚油（山茶油）不仅能有效预
防血管硬化、增强免疫力，还具有很高
的营养价值。而海南山柚因其品质
好、微量元素丰富等特点，一直广受市
场欢迎。目前，经过传统工艺榨出的
海南山柚油，每斤可卖出 350 元至
400元。

但是，产量不稳定、品种杂、品质

不均衡等问题，大大限制了澄迈山柚
产业的发展。“其产量不稳定，主要体
现在山柚采收常发生‘大小年’（即一
年多产、一年少产）现象，对订单式业
务的开展造成了很大冲击。”王笃雄
说，原生山柚苗需要生长8年至9年
才可达到丰产期，回报周期偏长。”

王笃雄告诉记者，为突破产量不稳
定等发展瓶颈，该公司组织力量多次到
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学习种植技术与
经验，并自2013年起与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开展合作，从湖南引入了高接换冠
等一系列成熟的山柚种植技术。

澄迈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技术指导张侠南指着一株山柚说道，

“所谓高接换冠，就是将优良品种的枝
条嫁接到原生山柚苗的树冠上，让低
产林实现高产、稳产。”他告诉记者，进
行高接换冠，关键在于树冠的切口必
须平、准，保证切口和枝条的高度吻

合，“海南天气炎热，在植株生长过程
中，我们都会对其覆盖遮阳网，且原生
树冠上冒出的新芽，我们也要及时除
掉，避免出现养分被浪费、植株产量降
低等情况。”

“这些优良品种来自澄迈、琼中等
地，其中经过改良的澄迈‘海油一号’
具有果大皮薄、出籽量多、抗病性强等
优点，进入丰产期后每亩产量可达
2000斤至2500斤。”王笃雄说，嫁接
了优质枝条后，这些山柚原生苗可在
4年至5年内达到稳产期，产出的山柚
油味道更香醇、营养更丰富。

据悉，该公司下一步还计划与澄
迈县政府、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开展三
方合作，引入20名专业技术人才筹建
海南热带油茶研究院，围绕制定海南
油茶行业的种植标准、引入推广高接
换冠等种植技术，以及拓宽油茶加工
渠道等内容，开展务实深入的合作。

澄迈一企业引新技术助山柚低产林增产
亩产将从500斤提升至2000斤

7月5日，技术人员在察看油茶树结果情况。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本报金江7月6日电（记者程范
淦 见习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者陈超）

“五大”创建活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新建 36 个文明生态村提升覆盖率
……记者今天从澄迈县有关部门获
悉，该县将从六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

据了解，澄迈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首先是抓好“省级文明城市创
建、文明村镇创建、文明单位（机
关）创建、文明家庭创建以及文明
校园创建”“五大”创建活动，相关
部门要求在今年7月底前全面完成
20 个县级文明单位（机关）、30 个
县级文明村（社区）、2个县级文明
镇、10 个县级文明校园和 20 个县
级文明家庭的考核测评工作，并予
命名表彰。

其次是强化创建举措，全力提

升文明生态村覆盖率。澄迈县今
年要投入1000万元对36个村庄实
施文明生态村建设，再打造一批有
地方经济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精
品村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创建内
涵，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素
养和文明生态村建设质量，把文明
生态村建设同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建设和发展全域旅游结合起来，改
造人居环境，注重产业支撑，树立
文明新风。

三是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通过开展“中国梦”“童心向党”
等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贯穿到各
级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之
中；在各学校继续开设未成年人道
德讲堂，利用未成年人道德讲堂开
展感恩教育、成长教育、毒品预防教

育、文明上网教育等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道德教育实践
活动等。

四是开展文明社会风尚行动，大
力提高群众文明素质。开展“十大不
文明行为”曝光图片征集活动，通过
网络、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介对各类
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和监督；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和“餐桌文
明”宣传教育等的创建活动，扩大文
明创建成果，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带动作用，努力形成“比、学、赶、
超”的创建热潮。

五是以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为突
破口，优化城区发展环境。澄迈今
年下半年将部署打一场改变县城和
各镇面貌“创文”攻坚达标战，抓好
环境卫生整治，抓好市容市貌综合
整治等，提升城乡颜值；同时将坚持

规划引领，加强对城乡空间立体性、
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
性等进行规划管控。特别是在“美
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中，民居内部
要有宜居的设施，进行必要的改造，
外观要与村庄风格协调、修旧如旧、
古朴天然，决不能破坏当地自然、人
文风貌。

六是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大
力宣传身边学雷锋先进典型；健全
和完善志愿者服务阵地建设，深入
开展“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
然”主题活动，深入实施帮扶空巢
老人、残疾人等项目，做好科技、文
化、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全力
打造精品志愿服务队伍，建立优质
志愿服务项目，大力提升志愿服务
整体水平。

“五大”创建活动、新建36个文明生态村、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

澄迈六大举措加码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将投入 1000 万元

对36个村庄实施文明生态村

建设

图为海南澄迈神州车用沼
气有限公司控制中心。今年
起，随着澄迈神州生物燃气
PPP示范项目的正式启动，澄
迈县全县的农业废弃物、餐厨
废弃物及市政粪渣、污泥等均
可得到资源化处理，合计处理
规模可达每天141吨。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在老
城经济开发区，总投资达2.4亿
元。

文/本报记者 程范淦
图/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澄迈神州车用
沼气项目变废为宝

今年7月底前将完成

30个县级文明村（社区）

2个县级文明镇

10个县级文明校园

20个县级文明家庭的考

核测评工作 并予命名表彰

制图/王凤龙

爱拼会拼赚到第一桶金，站高望远找准发展产业链

潘少丹：从白手起家到打造体育文化村

20个县级文明单位（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