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重点文化企业

自经营年度起5年内，按企业地方财政贡献额的50%给予奖励

对被国家部委评定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文化企业
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对被评定为省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的
给予一次性补助15万元

对自带大型文化产业项目入驻澄迈的企业
按实际投资额给予15%以内的资助

澄迈县原创影视作品
获得国际A类影视节、国家级、省级政府奖项的
分别一次性奖励80万元、50万元、30万元

有关澄迈的电视作品
在省级电视台以上黄金时段播出的，额外奖励100万元

电影作品在全国公映的
每部给予50万元额外奖励

原创网络游戏经批准且正式上线运营的
每款奖励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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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宽返乡创业养牛，年收入预计达300万元，并带动周边村民致富增收。 本报记者 程范淦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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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人物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在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一座养
殖基地里，竹林下、小溪旁，一头头
摩拉水牛正懒洋洋地躺在地上休
憩。而一旁的90后“牛倌”李达宽却
忙个不停：提桶倒水、增添草料、清
理粪便……这样的工作，李达宽已
经重复做了3年多，虽然衣衫无数次
被汗水浸透，皮肤也被晒得黝黑，可
他却乐在其中，“今年，我靠养牛已
经挣了100多万元，预计到年底，还
能再挣上200万元。”

出生在澄迈县金江镇善井村的

李达宽话不多，却是个实实在在的
“行动派”。2014年临近毕业时，他
和大学同窗拟定的创业计划书获学
校认可，得到了一笔10万元的创业
启动资金。待资金到手后，他马上
回到澄迈扎围栏、搭棚子、买种牛，
当起了“牛倌”。

幸运的是，李达宽的初次尝试
获得了村里人的认可，善井村委会
决定免费提供160亩土地供他创业，
一年后再收取租金。“在校时几次社
会实践，让我看到了摩拉水牛的高
价值，可动手创业一个月后，我才发
现这种牛需要两三年才能出栏，资
金回笼太慢。”李达宽马上想到，可
以发展养鸡、养鹅等产业“以短养
长”，随后便四处筹款购置了浙东

鹅、文昌鸡种苗开始养殖。
看着鸡、鹅一天天长大，“第一

桶金”即将到手，命运却给了李达
宽一次迎头痛击。“2014年7月，我
还在学校参加毕业考试，台风‘威
马逊’席卷而来，给我的养殖场造
成了 30多万元损失。”李达宽说，
这次打击并没有让他自怨自艾、一
蹶不振，“因为我发现，台风过后，
许多大型养殖场需要补货出单，提
出的收购价都很高，我便找到他
们，将手里剩余的存货售出了 20
多万元。”

这笔钱让李达宽暂时挺过了这
一难关，而澄迈县于当年8月发放给
他的8万元返乡大学生创业扶持资
金，则为他“东山再起”添了一把柴、

助了一把力。“靠着这些资金，我又
购置了一批澄迈福牛、黄牛以及黑
山羊等，销量都不错，创业之路也自
此逐渐明朗了起来。”

李达宽虽然寡言少语，但产品会
为他“说话”。他利用自己学习的畜
牧养殖技术，将摩拉水牛和本地黄牛
杂交，培育出了生长速度更快、个头
更大的种牛，吸引了许多县外的养殖
企业、养殖户前来购买。同时，他利
用优质种牛为周边农户家的母牛配
种，待生出的小牛成长至6个月大
后，再用高于市面价格10%的价格
购回，育肥后销给其他养殖场。

“现在，我养殖的摩拉水牛每头
平均售价将近4万元，澄迈福牛的平
均售价也超过3万元。”李达宽笑着

告诉记者，如今除了自己搬迁到山
口村的养殖场，仅家乡善井村周边
的农户便养了80多头牛，去年的总
收入将近400万元。善井村村民李
达丰去年挣了10万元，他逢人就说，

“多亏这个年轻人给我们带来了新
种苗、新技术！”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李达
宽已经为澄迈、儋州、文昌、五指山
等市县共30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送去了自己培育的优质种牛、种
猪、种羊、鸡苗、鹅苗，并通过技术扶
持等方式对贫困户进行帮扶。“饮水
思源，家乡给了我这片创业沃土，我
也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家乡的发展
注入更多的活力。”李达宽说。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

澄迈老城开展
月饼市场专项检查
所查月饼原料样品均合格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吴雁 邱名亮）中秋佳节即将
来临，为防止“问题月饼”流入市场，日
前，澄迈县检察院派驻老城检察室联合
老城食药监所成立专项检查组，对辖区
的月饼市场进行检查。

在此次检查中，检查组深入走访
了辖区内生活超市、食品商店、糕点作
坊等月饼生产销售单位，详细查看了
月饼进货台账、品质标准、包装标签等
情况，严格检查上市月饼是否存在腐
烂、变质等情况，共对3家食品供货商
提出整改意见5条，所检测的月饼原料
样品均属合格。下一步，澄迈将对全
县范围内月饼的抽检情况进行监督，
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将抽检结果予以公
告，对不合格产品将依法严格处理。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记者陈
卓斌 程范淦 特约记者陈超）记者今
天从澄迈县了解到，日前，澄迈县审议
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快澄迈县文化产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根据《意见》，澄迈将每年安排
不少于2000万元设立澄迈县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贴息、补助、奖
励、股权投资等方式，引导扶持符合全
县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的文
化产业重点项目、骨干文化企业、重点
转制文化企业等发展。

《意见》明确，对在澄迈县注册或

新引进、新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
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文化创意设计
等重点门类文化企业，自经营年度起
5 年内，按企业地方财政贡献额的
50%给予奖励；对被国家部委评定为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文化企业，给予
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被评定为省级
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文化产业重
点项目的，给予一次性补助15万元；
对自带文化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
出版、数字印刷等大型文化产业项目
入驻该县的企业，按企业实际投资额
给予15%以内的资助。

《意见》指出，澄迈县原创影视作
品获得国际A类影视节、国家级、省
级政府奖项的，分别一次性奖励80万
元、50万元、30万元；反映澄迈题材，
讲述澄迈人物、故事，宣传展现澄迈、
提升澄迈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电视作
品，在省级电视台以上黄金时段（19
时至 21 时）播出的，额外奖励100万
元，电影作品在全国公映的，每部给予
50万元额外奖励；原创网络游戏经国
家广电总局或工信部批准且正式上线
运营的，每款奖励10万元。

记者了解到，对引进的国内外著

名文化企业总部（含地区总部）、重大
文化产业项目、文化主题公园、文化产
业园区（基地）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大型
文化活动及体育赛事等，澄迈将采取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政策予以支
持。同时，对引进文化产业项目并落
户澄迈的团队和个人，将按以下办法
给予奖励：引进固定资产投入超过
5000万元的项目，从项目投产之日起
一个月内，按实际投入资金计算，每百
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3000元（最高
不超过 200 万元）；获得《海南省招商
引资奖励办法》奖励的团队或个人，按

照项目投入实际金额，在省级奖励基
础上追加10万元至50万元奖励；对
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的项目，在此基
础上追加奖励30万元；引进中国500
强企业的项目，在此基础上追加奖励
20万元。

在人才方面，澄迈将对为文化产
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给予奖励，每
两年在全县开展一次“优秀文化经营
人才”评选活动，对获评者给予奖励；
对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的，给予配套奖
励。此外，澄迈将定期选派人员赴文
化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参与培训。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9月21日下午，澄迈县第二中学
不少学生随着下课铃声走出教室，在
校园内打乒乓球、散步嬉戏。而在操
场上，身着迷彩服、做着俯卧撑的高
一3班新生们就没这么“痛快”了，这
群清一色的男生在今后3年内，每天
下午都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学习踢
正步、站军姿、练体能，并接受国防知
识教育。

原来，这是今年秋季开学后，澄
迈二中招收的第一批“国防班”学
生，除了和其他学生一起上课外，他
们每天早晨 5时 30 分便要起床集
合操练，接受全天候的准军事化管

理。记者来时，正好是下午5时，高
一3班学生崔子顺正俯下身子，期
待着教官王昭群喊出下一句“起”的
指令。

“很累、很辛苦。”崔子顺用两个
简短的词语总结了开学这20天来的
生活。每天晨练完回到宿舍，他都
要拧干被汗水湿透的训练服，简单
洗漱后下楼集合吃早餐。“最痛苦的
是起床，睡了一暑假的懒觉，大家很
难在短时间内适应早起。”在崔子顺
印象中，起初许多室友都不习惯，但
一想到教官就睡在隔壁，大家便马
上“精神”了。

“也有家长表露出担心，训练这
么累，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生

活？”澄迈二中校长王元锋表示，“国
防班”的学生们通过短期的训练，在
意志力、注意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明显
提高，学习起来劲头更足、目标也更
明确。

“一天的训练过后，他们回到
宿舍都能按时入睡，这给第二天的
学习生活储备了精力，上课时打瞌
睡的现象明显减少。”高一 3 班班
主任孟煜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辛
苦，想加入“国防班”的学生却大有
人在，“这 42 名学生，可都是通过
了严格的征兵体检、政治审查才选
出的。”

澄迈县人武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国防班”是经澄迈县委、县政府

批准，由澄迈县人武部、澄迈县教科
局、澄迈二中共同开设的。澄迈县
共为该班投入50万元（第一年投入
17 万元）购置标准服装、被褥等，并
聘请专业的军事管理人员，带领学
生参照部队管理模式开展学习、生
活和训练。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国防班”的
设立，旨在进一步创新澄迈高中教育
发展思路，加强国防教育，增强适龄
青年国防意识，提高青年学生的参军
报国激情和身体素质。从“国防班”
毕业的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自由选
择报考高校或应征入伍，前者可享受
诸多利好政策。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

澄迈返乡创业大学生
可申报扶持资金
最高可获20万元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吴清文）为推动实施“双驱”（人才驱动、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国家返乡创业试点
县”，澄迈县近日正式启动第四期返乡大学生自
主创业扶持资金申报工作，有意向者可于9月
30日前到指定地点进行申报，单笔资金扶持最
高可达20万元。

据悉，凡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以上学
历的澄迈籍或原籍澄迈的毕业生，年龄在40周
岁以下（1977 年 7 月以后出生），在澄迈县域内
自主创办微型、小型企业，产值达到一定规模的
均可申报资金扶持（已获得同类资金扶持的不
得重复申请）。

此外，获得澄迈县前三期返乡创业资金扶
持的大学生，所创业项目发展壮大，产生显著
经济社会效益，以及带领地方群众致富，形成
成效突出的特色产业的，创业者可申请资金奖
励（已获得同类资金奖励的不得重复申请）。
满足相关条件，且符合澄迈县大学生返乡创业
示范点建设有关要求，培育出新兴产业的创业
者，可以其项目申报澄迈县大学生返乡创业示
范点。

记者了解到，对经评审组最终评审确定的，
可获资金扶持的创业项目，澄迈县将给予创业者
2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资助。具体评定
标准、申报材料、报送地点可登录海南省澄迈县
人民政府网（http：//www.chengmai.gov.cn/）
查询。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管委会原主任黄某受审
收受贿赂173万元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聂秀锋）日前，澄迈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澄迈县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原主任黄某受贿
一案。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福山咖啡文化风情
镇管委会和琼台基地办等单位干部职工共210人
旁听庭审。

记者从庭上了解到，2008年4月至2012年
6月在兼任澄迈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及2013年 8月至 2017年 1月担任福山咖啡
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黄某利用职
务便利，在为业主单位的工程项目招标、业务
发包及项目资金拨付过程中，多次收受陈某某
等7人贿赂款共计173万元。以上资金除部分
用于个人开销外，大部分资金被黄某存入了个
人银行账户，用于购买海口和澄迈的 3 处房
产。2017年5月14日，黄某妻子代黄某退出赃
款173万元。

“此次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活动充分表明
了澄迈县委、县政府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惩
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教育在先、警示在
先、预防在先的严管厚爱理念。党员领导干部要
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时刻守住底线，做好表率作
用。”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纪工委副书记、监察室
主任王艳琴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澄迈县委反腐败协调小组
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已先后8次组织1400
余人参加旁听庭审活动，并根据不同涉案主体和
涉及领域，有针对性地组织安排不同层面、不同领
域人员参与旁听庭审，让身边人当“活教材”，身边
事当“警示钟”，给党员干部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
思想警醒。

澄迈召开教育系统
集体谈话提醒会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丽）为强化监督和管理，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重塑师德师风，日前，澄迈县纪委监察局、澄迈
县委反腐败协调小组联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集体
谈话提醒会，全县教育系统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共
473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纪委主要负责人在澄迈调研时
的讲话精神和县委贯彻落实意见，并结合全县教
育系统实际，围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廉洁从
政、从教等方面进行了谈话提醒，要求全县教育系
统领导干部要理性看待监督，学会在约束下工作，
在监督下干事。

澄迈县教科局党政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紧紧
牵住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牛鼻子”，突出以
上率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从党内政治
生活严起，从严教育监督管理干部职工，切实推动
履职尽责，维护教育系统良好政治生态。随后，澄
迈县教育系统有关人员逐一就有关廉洁自律情况
作出说明。

澄迈县教育系统
2名干部涉嫌违纪
正接受组织审查

本报金江9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川兴 梁旭）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纪委了解到，澄
迈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计财岗负责人戴俄强，澄
迈县瑞溪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明汉涉嫌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澄迈设立专项资金扶持文化产业
每年安排不少于2000万元，引导重点文化项目、企业发展

踢正步、站军姿、练体能，这帮高一学生不一般

澄迈二中有个“国防班”

澄迈动态

返乡养牛致富，带动乡亲增收

90后“牛倌”李达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