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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免费为农民举办
出租车从业资格培训班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免费为123名失地
农民举办出租车从业资格培训班，帮助他们考取
出租车从业资格证，拓宽就业渠道。

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是陵水就业
脱贫的一项重要举措，主要目的是通过培训学习，
帮助学员们更全面地了解当前道路运输行业从业
人员要掌握的相关法律法规，学习道路交通安全驾
驶、车辆通行规则等内容。培训结束后，陵水交通
运输局将组织参训人员参加从业资格考试，考试合
格者陵水交通运输局将发放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参加培训的黎安镇黎丰村村民李少祥说，希
望通过本次培训，掌握出租车驾驶技能，顺利通过
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以后能开出租车。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借助此次
培训，让失地农民尽快走上就业岗位。

圣女果新品种陵水试种
将有望解决青枯病问题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黄
艳艳）9月14日，浙江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专家团
队到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武山村为圣女果新品种
——枸杞番茄选址试种。试种成功后，将有望从根
本上解决青枯病这一长期制约圣女果种植的问题。

据了解，枸杞番茄是该工作站圣女果研究团
队历时三年多，通过枸杞和番茄杂交培育出的新
品种。该品种在上海、浙江、广西等地的前期试种
中，在果形、口感、产量、抗病性方面表现出色，对
于青枯病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

圣女果已在光坡镇种植近10年，青枯病成为
长期困扰农户的难题。“种植圣女果最怕出现青枯
病，如果这个新品种能够抗青枯病，那真是太好
了。”武山村村民杨军说。

据该工作站专家楼兵干介绍，枸杞番茄既能抗
青枯病，又具有富硒、高钙、口感好等优点。此次该专
家团队免费为农户提供了两千多粒枸杞番茄种子。

陵水破获两起
破坏林木案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记者林晓君）陵水黎
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近日成功破获两起案件，分
别是破坏生产经营案和滥伐林木案。

今年4月2日，陵水森林公安接到南平农场
报案称：该农场种植的橡胶树被人毁坏。接警后，
陵水森林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赶赴现场开展案件
侦破工作，通过对案发现场的调查取证以及走访
周边群众，确定陵水本号镇的周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并将其列为网上追逃对象。9月14日，周某
被陵水公安局抓获并移交归案。

今年4月8日，陵水森林公安接到南平农场
建设队报案称：该场的林木被人砍伐，办案人员随
即展开侦查，将陈某锁定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迫于压力，8月29日，犯罪嫌疑人陈某到陵水森
林公安局投案自首。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
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陈某涉嫌滥伐林
木罪被取保候审，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进口奶粉未贴中文标签
一商家被责令整改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羊迎迎）为进一步加强对婴幼儿配方奶粉标签标
识的监督管理，规范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经营行为，
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婴幼儿
配方奶粉标签标识规范和监督检查，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此次专项监督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462人
次，对全县范围内共77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经营户
进行了地毯式监督检查。

检查当中，个别国产婴幼儿奶粉标签中使用
“进口奶源”等模糊信息，以及存在明示或暗示益
智、肠道保护等功能性表述等问题。对此，执法人
员已按照相关规定对经营户给予指导并要求整改。

针对其中1家经营户所销售的进口婴幼儿配
方奶粉无中文标签问题，执法人员已当场下达责
令整改通知书，要求经营户立即下架，停止销售问
题婴幼儿配方奶粉，并督促其整改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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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关注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大里有条瀑布河，水从高流如
云飞。河里水清石头净，鱼头虾须可
眼见。”9月18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本号镇大里村民公园，小妹村村民黄
春銮用一首自编歌谣歌颂家乡美。

地处吊罗山山脉与牛岭山脉过渡
处的本号镇大里，在过去，因交通不便
而鲜为人知。近年来，陵水推进对本
号镇大里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这个
拥有着世外桃源般山水美景的黎乡
开始进入人们眼帘，大里的村民也借
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发展旅游等
多种产业增收。“云南大理是世界知
名的旅游目的地，陵水大里有优质的
旅游资源，也可包装打造成为受省内
外游客欢迎的乡村旅游点。”陵水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何兆智说。

房子靓了

“扶贫工作做得好，改造民房真好
看。以前瓦房破破烂，现在楼房整整
齐。”谈起这两年村子里最大的改变，

黄春銮用自编歌谣唱出了她的想法。
如今的大里地区，主干道两旁的

民房统一“着装”，它们头顶“草帽”，
身披“彩衣”，向游人展示着独具特色
的黎族文化。

对于村子里民房的改变，小妹村
村民黄亚妹感触颇深。“因为没有足
够的钱，家里的房子盖了几年都没
盖好，今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一
家终于盖好了新楼房。”黄亚妹说。

黄亚妹的新家是一栋两层的楼
房，每层都是三房一厅。她告诉记者，
第一层是她家自己出钱建造的，第二
层则由政府出资建造。“如今搬进了新
楼房，孩子有了自己的房间，一家人不
用再挤在一间房里了。”黄亚妹说。

“去年，陵水对大里的小妹、什
坡两个村实施整村推进，政府为68
户符合改造条件贫困户提供一层60
平方米的平顶房建房资金补助。”本
号镇镇委书记马科科介绍，目前危
房改造基本完成，同时本号镇还对
大里地区主干道进行立面改造，目
前已完成70%。

大里地区房子的变化还不止这
些，学校也发生了变化。在大里小

学教学楼的右后方，一栋3层楼的
教师周转楼拔地而起。目前，该周
转楼已竣工，验收合格后，该校老
师就能搬进去。

村子美了

“少了鸡鸣和狗吠，公路两旁变花
园。村庄绿化环境好，村民安居又乐
业。”说到村里的环境卫生情况，黄春銮
又用一首自编歌谣唱出了它的改变。

黄春銮告诉记者，在过去，村民
们都在家中饲养家禽家畜，不仅粪便
污染路面、臭气熏天，还扰民。而如
今，家家户户都把家禽家畜转移到山
坡的经济园内集中饲养，村里很少见
到家禽家畜乱跑。

“起初，有很多村民不理解，也不
支持我们的工作。”什坡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亚海告诉记者，有些村民
以影响经济收入为缘由，拒绝搬离。

“我们就先从积极配合工作的村
民入手，让他们起带头作用去影响其
他村民。”陈亚海说，在他们的带动
下，原先不愿搬离家禽家畜的村民渐
渐了解到集中饲养能改善村中卫生

环境的好处后，都自觉地行动起来。
“现在走在村里，就感觉走在公

园里。”黄春銮说，如今村里的绿化工
作做得有声有色，主道路的两旁都种
起了花，鲜花扮靓了村子。

大里村民公园旁建起的公共厕
所，宽敞明亮，十分整洁。在公厕的
墙壁上，贴有清扫登记表，环卫工人
每天打扫两三次。

“不仅是公厕，大里地区的其他
地方，每天都有环卫工人清扫，洒水
车一天要进行几次作业。”陈亚海介
绍，许多村民也一改以往随手乱丢垃
圾的坏习惯，每个人都在为打造美丽
整洁的生活环境而努力。

腰包鼓了

“大里有条瀑布河……”本文开
头的这首歌谣，唱的是大里旅游资
源，反映了大里旅游的兴起。

去年10月8日，大里地区借着陵
水首届大里重阳登山观瀑游推介活动
的东风，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如今，

“梦幻桃园，世外黎乡”的名声越来越
响。今年端午小长假，大里接待游客

量突破1万人次，成为陵水最受欢迎
的乡村旅游点之一。

游客的到来，带动了消费，使村
民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近日，住在大
里黎家客栈对面的村民冯照邓正忙
着装修家里的房子，他家装修好后将
成为大里黎家客栈的分店。

“为了满足来过夜游客的住宿需
求，我们公司租用冯照邓家的两层
楼，并出资对其进行装修。”该客栈的
负责人汪德芬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给
冯照邓租金，每年还会给冯照邓客栈
经营收入30%的分成。

同时，冯照邓和妻子还在该公司打
工，两人每个月一共能有3200元工资。

“营业后，我家不仅每个月有稳定的工资
收入，还将有租金和分成。”冯照邓说。

大里游客接待中心，不仅陈列有
黎锦、银器等工艺品，而且现场还有能
工巧匠们为游客展示制作过程。大里
游客接待中心一共有7名织工轮班展
示织黎锦技艺，她们不仅有工资补
贴，卖出黎锦还有分成。

现在，来大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村民搭上“旅游发展号”列车，腰包渐
渐鼓起来。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

陵水动态

屋靓村美腰包鼓，世外黎乡胜桃源

云南有大理 陵水有大里

陵水开展
小作坊整治工作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蔡小金）记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获悉，陵
水食药监、工商、消防等部门组成安全生产工作检
查小组，自9月13日起，开展为期约半个月的“九
小场所”、小作坊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工作。

据了解，本次检查重点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的经营手续和证照、加工工艺流程、生产现场卫
生状况、消防安全管理情况等突出问题着手。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将有利于进一步规范陵
水小作坊营业秩序，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陵
水工商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陵水对排查出安全
隐患的场所，责令其当场或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
或逾期未改正的有证场所，依法暂扣或吊销相关
证照；对无证经营的场所，一律依法给予取缔。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石子小路蜿蜒而上，竹子支起的
船型屋立在槟榔林间，三两只肥鹅漫
步，农家乐与山林融为一体，热情的
店家端着香喷喷的卤五脚猪上桌，吆
喝着客人再喝一杯小妹红……古朴
别致的大里农家乐让游客醉在其中。

“农家乐解决了游客吃饭的大问
题！”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大里地区
小妹村党支部书记王专告诉记者，以前
没有农家乐时，游玩一天后，游客只能
饿着肚子到镇上吃饭。近两年，来大里
的游客越来越多，大里有一家成规模的
饭店解决游客吃饭问题迫在眉睫。

然而，村里想建农家乐解决游客
吃饭问题却遇上了难题：有能力的人
担心农家乐不赚钱，建起后没有人来
吃饭；想做的人却没有资金……“最
后是镇干部一起商量，动员致富带头
人建起农家乐。”王专说。

2016年5月，大里什帝奉熬农家
乐开始着手建设。虽然是只此一家
的“深山饭堂”，但走进农家乐还能感
受到店家的用心。“按照过去大里地
区的黎族建筑物风格建的，房屋主体
是槟榔木和竹子，屋顶的葵叶是村民
到山里采摘的。”农家乐负责人介绍。

去年10月，大里什帝奉熬农家乐
开始营业，这是大里第一家，也是唯一
一家农家乐。据农家乐负责人介绍，

农家乐可容纳超百人就餐，为游客准
备有林下乐白切土鸡、农家珍白切土
鹅、夏月碎星白花菜等多道菜肴，游客
还可以在这里体验到长桌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陵水接待游
客人数192.7万人次，过夜人数88.5万
人次。“如何实现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是陵水做强乡村旅游需要思考的问
题。”陵水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而大
里首家农家乐试水，是一次有益的尝
试。本号镇政府有关负责人向记者
透露，立面改造后，大里正以农家乐
为契机，引导农户利用家中的闲置房
屋建民宿，鼓励村民发展家庭农庄，
让游客在大里品百家菜、住特色屋。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

以立面改造为契机，引导农户建民宿办农庄

在大里可品百家菜住特色屋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黄艳艳 符宗瀚

9月17日，在新华网主办的2017
旅游“新格局、新业态、新品质”暨第五
届旅游业融合与创新论坛上，“2017
最美中国榜”发布，陵水黎族自治县获
评“最美中国·目的地城市”。

南湾的猕猴，椰田古寨的风情，
吊罗山的青山绿水，分界洲的碧海蓝
天，陵河两岸的旖旎风光……分布广
泛且多样化的旅游资源，为陵水旅游
发展奠定了基础。

得益于陵水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的不断投入，以及各项涉旅服务的持续
优化，陵水的全域旅游建设正在获得越
来越多的认可，成效逐渐显现。

“陵水拥有109.6 公里海岸线，
位于该县的分界洲岛是我国首个海

岛型5A景区，4A级景区南湾猴岛
是世界唯一的热带海岛型猕猴自然
保护区。此外，陵水还有吊罗山国家
森林公园、椰田古寨等独具特色的景
区。”论坛上，随着陵水代表的讲解，
与会嘉宾对陵水丰富的旅游资源频
频点赞。

在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
会副秘书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
游管理学院院长厉新建看来，陵水能
入选最美中国目的地城市，是因为陵
水有着鲜明的海南本地文化特色，以
及山、海、岛、湖等资源组合条件优
良，同时有猕猴等特色资源赋存，具
有独特吸引力。

据陵水旅游委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陵水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并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加大对景
区及周边环境治理力度，对景区设施

设备节能环保改造，提升景区园林绿
化质量，改善景区游览环境，推进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标志标牌、停车场
地、直饮水、WiFi、区间交通等配套
设施全面提升。

据介绍，为不断补齐乡村旅游发
展短板，陵水制定“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扶贫攻坚农村
公路“六大工程”建设，行政村光网宽
带覆盖率达100%，切实解决乡村旅
游“最后一公里”难题。

在陵水动车站下车，便能见到全
域旅游服务中心。这是一个集旅游资
讯、投诉、举报、查询、应急指挥与综合
分析功能为一体的旅游调度指挥中心，
能24小时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服
务。成立全域旅游服务中心是陵水不
断提升旅游服务的举措之一。

记者了解到，陵水严抓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并启动“1+3”旅游综合监管
模式，查处黑社、非法组织人员非法操
作旅游业务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同时，
陵水旅游委、工商局等部门联合，充分
发挥部门联动机制，查处欺客宰客行
为，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在提升旅游服务的同时，厉新建
建议，陵水需进一步挖掘特质，在营销
中突出独特卖点，结合自身特色找准营
销渠道，优化营销信息的送达率，进一
步做好从资源到产品的转化，走出差异
化和协同化的发展新路。

陵水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何兆
智表示，陵水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快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山海旅游资源融合、南北
区域协同发展，构建更加优质的旅游
服务体系。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

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

陵水全域旅游建设成效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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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大里什帝奉熬农家乐体验长桌宴。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制定“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

优化旅游服务

行政村光网宽带
覆盖率达100%

加快扶贫攻坚
农村公路“六大工程”建设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24小时服务

启动“1+3”旅游综合监管模式

多部门联动查处欺客宰客行为

制图/孙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