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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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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9月26日电（记者李
艳玫 林晓君 通讯员谭馨馨）近段时
间，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下辖的6
个村委会中就有5个村委会共计23
名党员干部先后出现违纪违法问题
被查处，为此，陵水县纪委向提蒙乡
党委下发《党风廉政建议书》和《问
责决定书》，要求提蒙乡党委针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自查和整改，收到了
较好的效果。

为解决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宽
松软”问题，今年陵水县纪委先行先

试，对该县发生的重大违纪案件、窝
案、塌方式腐败问题的违纪人员所在
党组织开展“一案三书”工作，即在对
违纪人员下达《处分决定书》的同时，
对违纪人员所在党组织下发《党风廉
政建议书》和《问责决定书》。

陵水县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宣布《处分决定书》，明确告
知被处分人基本情况、违纪事实、处
理决定等，以严肃党规党纪，教育警
示他人；通过《党风廉政建议书》，明
确告知发案单位在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整改
措施和时限建议；通过《问责决定
书》，追究违纪人员所在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不力之责。

“提蒙乡大面积发生村干部违纪
违法问题，反映了提蒙乡党委在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不坚决、不扎
实，未切实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辖区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未得到有
效遏制，必须严肃追责。”在陵水县纪
委常委会上，陵水县纪委书记王家俊

直言不讳。
据了解，提蒙乡先后发生礼亭村

党总支部原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昌贵
伙同8名村干部，通过虚增青苗骗取
国家征地补偿款和制作虚假务工补
助表套取集体资金问题；老长村党总
支部原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家兴通过
制作虚假合同，套取征地补偿款和农
村公路养护费等8起违纪问题。

“提蒙有如此多的村‘两委’干部
违纪违法，乡党委有不可推卸的主体
责任，我们虚心接受组织给予的责任

追究。”提蒙乡党委负责人说，提蒙乡
认真展开自查，列出了问题清单，并
就存在的问题开展整改工作，严格落
实管党治党责任。

“通过‘一案三书’，在惩治违
纪违法行为的同时，能够扎实做好
查办案件的后续文章。它能警醒
更多的党员干部，使其心存敬畏、
行有所止，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
片、规范一域’的效果，推动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县纪委相
关负责人说。

向违纪者下达《处分决定书》向发案单位下发《党风廉政建议书》《问责决定书》延伸办案成果

陵水先行先试“一案三书”制度
本报椰林9月2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符宗瀚）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公开招聘了24名社会工作者，分配到全县
11个乡镇，在全省率先实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
全覆盖。这一举措有益于实现人才向基层下沉，
有效缓解司法所工作压力。

“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知法守法是基本义
务，做事情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9月25日，记
者见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朱荣健时，他正在陵
水司法局英州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

朱荣健是此次招聘进来的24名社区矫正社会
工作者中的一位，今年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的他是
土生土长的陵水人，刚被分配在英州司法所没几天
的他已经完全进入工作状态了。

“目前英州司法所一共有19位社区服刑人
员。”英州司法所所长黄代平告诉记者，司法所
工作人员日常不仅要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走
访，还要对他们进行教育、组织开展社区服务。
此次分配给英州所的2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
已全部到岗投入工作，能有效缓解司法所的工
作压力。

陵水社区矫正工作自2010年启动。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8月，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394人，
解除279人，变更居住地7人，无人违反监管规定
收监，无人重新犯罪。自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至今未发生一起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现象。

“我们将此次招聘的24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者分配在全县11个乡镇司法所，在全省率先实现
全覆盖，充分体现县委、县政府对社区矫正工作的
重视，也是希望引起基层工作者对社区矫正工作
的重视。”陵水司法局主要负责人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陵水司法局正在
建设社区矫正中心，并计划今年年底之前投入使
用，未来陵水还计划将现有的社管平台与即将开
发的社区矫正管理平台结合，以232名专职人民
调解员和社会工作者作为管理纽带，进一步完善
社区矫正工作。

陵水在全省率先实现社区矫正社会
工作者全覆盖

购买服务充实社区矫正
工作队伍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
通讯员 黄艳艳

金秋九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
坡镇武山村，田洋里绿意盎然，一株
株圣女果苗正向阳生长，预告着新的
一季圣女果种植季即将来临。

“不用等到长果，我现在就开始
有收入。”近日，武山村村民李银林兴
奋地告诉记者。他所说的收入，主要
通过售卖圣女果苗获得。“到目前，我
已经卖出了15万株圣女果苗，剩下的
也被预定了。”李银林说。

近年来，陵水县委、县政府连续
出台多项措施，大力推进圣女果标准
化与品牌化建设。如今，圣女果成为

了陵水光坡镇农户的“摇钱树”，而当
地培育的圣女果苗也越来越受欢迎，
正成为当地农户的另一桩大生意。

李银林告诉记者，去年他卖出近
百万株圣女果苗，除去人工、土地等
成本，获得了近10万元利润。今年
他一共培育了20亩的圣女果苗，每
亩约6万株，每株的成本价约是0.5
元，售卖价约为1.2元至1.5元。

“相比去年，今年的台风等自然
灾害较少，圣女果苗的成活率高，收
入也会比去年高。”李银林对于今年
圣女果苗促增收充满了信心。

来自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圣女果种
植户吴在地告诉记者，今年是他第二
次来武山村购买圣女果苗。“这里农户

培育的圣女果苗品牌纯正，不会掺假，
我们买回去种植，也好养活，管理起来
很方便，产量也很高。”吴在地说。

“购苗比自己育苗成本低，而且
质量也有保障。”吴在地说，同村的人
听说他要来买果苗，纷纷让他帮忙代
购。他一次就买了8万株圣女果苗。

培育圣女果苗具有周期短、易管
理等优势，但也有很大风险。“每年的
培育期为6月至10月，是台风活跃
期，如果受台风影响，果苗的成活率
就特别低。”李银林说。

据悉，陵水相关部门目前已着手
为农户购买圣女果育苗保险，切实保
障和扶持好圣女果育苗产业。

（本报椰林9月26日电）

光坡镇武山村发展圣女果育苗产业

种苗也成“摇钱树”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庞书记能够继续留下来真是
太好了，村里的集体产业又能进一
步推进了。”9月22日，陵水黎族自
治县本号镇新兴村党支部副书记陈
桂玲告诉记者。她所说的庞书记，
是指该村的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庞
道礼。

2016年 7月，陵水民政局选派
庞道礼到新兴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如今一年任期已满，而庞道礼却

要求继续驻村。“一年的时间太短
了，村里的集体产业刚刚有点起色，
我不能在这关键节点离开，我要留
村继续推动产业发展。”谈起继续驻
村的原因，庞道礼这样说。

在过去，新兴村的资源由于没
有得到充分挖掘，该村基本上没有
集体经济收入，大部分村民主要依
靠打零工赚钱，收入普遍偏低。“资
金短缺导致村内各项事业发展受
阻，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成为当务
之急。”庞道礼说。

近些年，不断兴起的农产品采

摘活动为庞道礼提供了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思路。通过市场调查，他把
目光锁定在草莓种植上。今年1月，
庞道礼带领村民利用空地种植草
莓，还办起了草莓采摘季活动，吸引
了不少游客，村民们也初尝到发展
村集体经济的甜头。

在庞道礼的推动下，今年7月，
新兴村成立了陵水新源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多渠道多形式探索发
展路子。“今年，我们不仅要扩大草
莓种植面积，继续办采摘季活动，还
将把抛荒多年的沼泽地用于种植太

空莲，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庞道
礼说。

为了实现高产增收，庞道礼组
织举办了种植、养殖技术培训，邀请
了种植业、畜牧业等方面的专家下
村现场授课，提高村民们的种养水
平。大学学计算机专业的他，还发
挥自己所长，利用晚上、周末等休息
时间，为新兴村的年轻人和村“两
委”干部进行电脑技术培训。

“庞书记不仅能干，而且处处为
我们着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生
产积极性提高了，村里的产业也发

展了起来。”村民胡硕英说。
“过去，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

如今，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民符
雄对村容村貌的改变感触很深，“庞
书记积极争取本号镇政府帮助，不
仅为村里新建5.5公里新道路，还修
建了200平方米文化健身广场，安装
健身器材。”

庞道礼为新兴村做的每一件
事，村民们都记在心里。“庞书记是
我们的‘领头羊’，在他的带领下，壮
大集体经济不是梦。”陈桂玲说。

（本报椰林9月26日电）

任期满后，驻村第一书记庞道礼选择留下来再干一段时间

“我不能在这关键节点离开”

陵水开展月饼生产检查
“回头看”
下达8份责令整改通知书

本报椰林9月2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吴蕊）中秋将至，为保障月饼质量安全，陵水黎族
自治县食药监局日前对辖区内10家月饼生产企
业及2家月饼生产作坊展开了为期6天的“回头
看”检查及月饼全覆盖监督抽样送检工作。

据介绍，本次检查重点是检查月饼生产单位是
否对原辅料进货进行索证索票，是否有进货查验记
录、原辅料领用出库记录、生产投料记录、关键控制
点控制情况记录、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出厂检
验记录，是否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等。

记者了解到，此次监督检查抽样行动共出动
执法人员69人次，检查月饼生产企业20家次，月
饼生产小作坊3家次。检查中发现部分月饼生产
单位上述记录不完整，共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
份，责令其限期补充完整。现场监督抽样共12批
次，当场签名封样，送专业检测机构检测。

陵水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局
将持续加大对月饼质量进行严格监管。

本报椰林9月26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国庆节将至，记
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各大景区
了解到，各景区将相继推出优惠购票
和精彩纷呈的活动。

记者从分界洲岛景区了解到，国
庆节前，景区通过微信平台推出“助

力点灯笼”、微博平台推出“我为祖国
送祝福”活动，网友通过参与活动可
赢取景区免费门票。而在国庆节期
间，到访分界洲岛景区的游客，可参
加“疯狂大转盘”等多种精彩活动，赢
取远海潜水、摩托艇等项目体验券。

此外，10月1日至12月31日，散

客凭借海南本地居民身份证或户口
簿至分界洲岛基地游客中心购票，可
享受130元购买景区门船票，并赠送
价值130元的海洋动物互动观摩票。

在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游客
在国庆节期间，用手机或相机在园
区内寻找“美猴王”，并将找到的“美

猴王”照片发送至朋友圈即可获得
景区代金券一张。此外，在黄金周
期间，景区还推出每人160元包含
门票、缆车、轮渡、猴食在内的“猴王
大礼包”。

国庆节当天，2017年雅居乐清水
湾第三届海岛椰子狂欢节启动，到场

游客可观看歌舞《椰岛欢歌》，还可以
参加主办方举办的泡沫派对。

10月3日，雅居乐还将举办泥泞
跑活动。泥泞跑作为一项国际极限
运动，不仅设有精英挑战赛，还设有
亲子赛，让父母与孩子共同体验运动
的乐趣。

陵水警方加强巡逻防控，主动出击

抓获4名吸毒人员
本报椰林9月2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今天，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获
悉，日前，陵水警方强化线索摸排工作，加强巡逻
防范力度，主动出击，成功抓获4名吸毒人员。

9月15日15时，陵水本号派出所接到群众举
报，提蒙乡丰外村符某福吸食毒品。民警根据举
报于当日15时20分在提蒙乡丰外村符某福家抓
获吸毒人员符某福，符某福对其吸食毒品海洛因
供认不讳。目前符某福已被依法行政拘留15日
并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9月15日17时，陵水光坡边防派出所民警通
过工作线索摸排，在光坡镇坡尾村发现吸毒人员黄
某信、黄信谭、黄某青，随后，民警依法将其3人传唤
至派出所。经现场提取其尿液，分别采取甲基安非
他明试剂盒、氯胺酮试剂盒、吗啡试剂盒进行检测，
结果在吗啡区域呈阳性反应，随后黄某信、黄某谭、
黄某青如实供述了吸食毒品的违法事实。

陵水各大景区与您约“惠”国庆节

9月26日，李银林（右）和同伴在苗圃整理圣女果果苗。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牛堆村椰香牛饲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正在给牛喂饲料。
椰香牛饲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吸收牛堆村41户农户加入，其中有10户是贫困户。合作社培育的“椰香牛”是引进和牛冻精技术，改良本地小黄

牛而培育的杂交牛，具有体型高大、繁殖快、肉质好等优点，出栏后每头净利润可达1.2万元。文/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胡阳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椰香牛：牛堆村的致富牛

“书写陵水”
艺术交流周启动

本报椰林9月2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林婵婵）为进一步丰富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陵水
黎族自治县首届“书写陵水”艺术交流周活动在9
月23日启动。

活动启动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23位书法
家汇聚一堂，挥毫泼墨。陵水书法协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举办该活动，有利于提高陵水书法创
作水平，营造良好的传承传统文化氛围。

据介绍，举办“书写陵水”艺术交流周，既充分展
示陵水文化资源，又丰富了陵水文化内涵。此外，还
通过摄影、体育竞技等多种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并与
旅游结合，助力打造陵水特色旅游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