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连续3年被澄迈县委评为先进
的村党支部书记，按一定比例招录为
乡镇事业编制人员

澄迈每年安排不少于500万元的党员培训工
作经费，把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纳入全县干部教育培
训整体规划，同时全面开展农村干部教育培训

澄迈县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生活补贴
从 2008年的每人每年最低 4200元提高

至目前的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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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检察院获
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

本报金江 10 月 19 日电 （记 者 陈 卓 斌
通讯员吴雁）记者今天从澄迈县检察院了解
到，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五届全国检察长论坛·
银川会议上，澄迈县检察院荣获“全国检察
宣传先进单位”，这已经是该院第 8次获得此
项殊荣。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澄迈县检察院紧扣检
察中心工作，立足检察职能，不断拓宽新闻宣传渠
道，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检察宣传工作，为展示
检察风采、传播检察正能量、提升检察机关司法公
信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10月19日，澄迈检察院今年已经在国
家级刊物上发表新闻稿件16篇，在省级刊物上
发表新闻稿件74篇，另外有多篇新闻稿件被多
家网络媒体转载；该院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
2318人，推送信息363期1009条。

澄迈交警集中整治酒驾
查获各类交通违法15起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日前，
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民警，结合当前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降事故保平安”的要求，重点
在澄迈县金江镇文明路路段，开展酒驾专项集中
整治统一行动。

据统计，此次集中统一行动共出动警力60人
次，出动警车13辆次，共检查过往车辆200余辆，
查获各类交通违法15起。

海口港口岸扩大开放
马村港区通过国家验收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张仁圣）日前，国家口岸管理办会同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海关总署等组成验收组，对海口港口岸
扩大开放马村港区准备工作进行验收。验收组经
检查验收后，宣布同意海口港口岸扩大开放马村
港区通过国家验收。

据了解，马村港区西起玉包角，东至美当湾东
湾口，共规划有6个港池，码头岸线长14.2公里，
陆域总面积约7.1平方公里。近年来，澄迈县坚
持以“营造一流环境，打造一流口岸”为目标，不断
创新工作举措，优化通关环境，大力发展临港经
济，口岸开放建设得到了稳步快速发展。

美丽乡村骑行活动
（澄迈站）明举行
线路总长15公里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符运涛）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和拥挤，不妨到澄迈
来，在骑行的同时游玩景点、采摘农产品、参与团
队拓展训练……记者今天从澄迈县文体局获悉，
由省文体厅等主办、澄迈县自行车运动协会承办
的海南省美丽乡村骑行活动（澄迈站）将于10月
21日在福山镇举行。

据了解，本次主题为“绿色澄迈，醉美乡村”的
骑行活动线路总长15公里，具体为：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镇→向阳美丽乡村→博才美丽乡村→福山
高铁站→侯臣美丽乡村→天福假日酒店。活动设
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以及三等奖、四等奖、
五等奖各10名，获奖者可获得现金奖励或骑行装
备、咖啡等。该活动仅接受团队报名，每支队伍报
名人数限4至20人，活动组委会已为确认的活动
参与者统一购买保险。

澄迈与省科技厅签署备忘录

八方面共推
澄迈科技创新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叶上荣）今天上午，省科技厅与澄迈县人民政
府在金江举行共同推进澄迈县科技进步工作会
商备忘录签字仪式。

在备忘录中，省科技厅和澄迈县人民政府
协商，就共同推进澄迈县科技进步工作达成共
识，省科技厅将在创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建设创新型县、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
划，推进科技型企业认定工作、完善农村科技
服务体系、共建试验示范和良种繁育基地、共
同推进科技平台建设等八个方面给予澄迈人
力、财力、物力支持，助推澄迈科技创新工作快
速发展。

近年来，澄迈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推进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
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支撑引领
作用持续增强。

目前，澄迈县有高新技术企业24家，国家
级科技创新平台1个，部委认定特色产业基地1
个，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科技创新
平台1个。

截至今年 8月，澄迈全县共申请专利 695
件，取得专利437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165件，
被科技部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左手握着石磨杆反复转动，右手
随着肩膀有规律地下沉，并不时倾倒
黑豆，王和祥的磨豆操作老练而细
致。今天下午，这位来自澄迈县加乐
镇加乐村岭下村民小组的返乡大学
生，正在加乐村内将本地的黑豆快速
去皮、浸泡，以供第二天光临的游客们
制作黑豆腐。

王和祥2003年读完高中后，考入
理想的大学就读音乐教育专业，2007
年本科毕业后顺利进入一家民营教育
机构，从事音乐教育工作。

“在父母眼里，这样的生活安
稳，而我却不愿意过早地定义自己
的人生。”王和祥记得，放下了教鞭
之后，他辗转多地进行创业，曾经为
了一个互联网咖啡创业项目熬夜好
几天，醒来后发现有伙伴迷迷糊糊
地睡在了厕所里，“虽然干得很辛
苦，但项目还是胎死腹中，投入的8
万元也血本无归。”

这时，懵懂、莽撞、不知足……越
来越多类似的评价涌向这个曾经的好
学生。就连王和祥的父母，也几次劝
他返乡安心教书。王和祥回来了，但
却没有让自己的创业梦想偃旗息鼓。
2017年春节前的一天清晨，他从梦中
醒来，欣赏村里的点点绿意，呼吸着新
鲜的空气，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业路
子——乡村旅游！

王和祥的这一想法和加乐村村
民王和山不谋而合。彼时，后者已

经在推广黑豆腐中取得了不少成
效，但对于如何将农产品和绿水青
山转换成旅游经济效益，心中还没
有打好算盘。

经过几次讨论，王和祥作为创始
人之一，于今年1月启动了“村里吧
吧”主题乡村旅游联盟这一创业项
目。作为联盟的首棵“独苗”，加乐镇
加乐村很快围绕“黑豆腐”这一主题开
始进行旅游建设：一座座磨盘被摆进

体验园，古朴的装饰上布满了绿叶，游
客们在这可以制作豆腐、糍粑，采摘百
香果、朝天椒等。

“回归乡村、体验生活着实令不
少城里人向往，但是如果每次来只
能到同一个地方，那游客们的兴趣
点很快就会消失。”王和祥介绍，为
此，在缓慢打造一个旅游点和快速
铺开设立多个点上，他和团队更倾
向于后者。

于是，在不到一年时间，“效古沉
香村”“洋道石榴村”“永发牧羊村”等
一座座极具澄迈特色的主题乡村通过

“联盟”快速发展起来。游客们来到这
些乡村游玩，可以参与丰富多彩的体
验游活动项目，以及购买当地特色的
农产品。

自己富起来了，王和祥也没忘记
让村民们一起吃上“旅游饭”。他和团
队已经于今年6月成立了澄迈“村里

吧吧”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总共吸纳
了1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贫
困户除了能上岗就业外，还可额外获
得每人每年420元分红。

“下一步，我们计划走出澄迈，打
开琼海、屯昌等市县市场，通过不断挖
掘当地本土文化，打造资源共享、统一
运营、风格突出的主题乡村旅游联
盟。”王和祥说。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

澄迈返乡大学生王和祥参与创办“村里吧吧”主题乡村旅游联盟

家门口“卖”乡愁闯出掘金路
创业故事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10月 17日下午，澄迈县瑞溪镇
罗浮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回到办公室，
为记者拿出一叠轻薄的纸放在桌上摊
平，上面的内容却十分有分量——其
中有两张纸，密密麻麻地列着24个考
上博士、硕士、本科、大专的村内学生
名字，以及他们获得的奖励金额；其他
的纸上，则记录着李文三年工资分文
不取，捐给村小学建设、教师津贴等各
个去向。

原来，罗浮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瓜菜村”，自上世纪50年代起，村里
人便开始种植豆角、韭菜、葱等并外
出售卖。“瓜菜的名气大、收益好，父
母经常外出卖瓜菜疏于教育孩子，令

不少孩子仅仅读完初中也回家贩卖
瓜菜。”李文坦言，出生于上世纪60
年代末的他就属于其中一员。但进
入21世纪，这一情况不但没有改观，
反而有些变本加厉。

“辍学回家的青年太多了！他
们有的不愿干农活，成天拉帮结派
在村头村尾闲逛。”李文说，2014年
正月，时任罗浮村委会主任的他召
集了外出打工代表、商人乡贤等就
村里孩子教育问题开了一场茶话
会，引起了众人的强烈共鸣。当天，
500 元、1000 元、2000 元……捐来
的十多万元成了首笔“罗浮村教育
基金”。

筹到资金后，李文便自小学阶段
开始，对村内品学兼优的孩子们进行

奖励，并对教学成绩优异的村小学教
师发放鼓励金；另一方面，他们走访全
村每一位辍学孩子，劝说对方返校就
读高中或中职，并给予一定补贴；
2014年至2016年，李文把自己获得
的每笔工资都捐出，其中包括为每位
村小学教师，增加每月两百元的额外
津贴……

辛勤地播种施肥，终于让罗浮村
这片几近干涸的教育土地上长出了“奇
迹”：村子每年考上本科、大专的学生人
数从过去的个位数跃升至20多人，李
文也因此于2016年当选了新一任村支
书。李文笑着说：“现在，我们村里已经
没有了辍学的学生，今年更是出了首名
博士生！这让我更加坚信，不重视教
育，村子就永远难有出路。”

在澄迈，像李文一样敢想敢做、实
干担当的村支书可不少：带领村民把
地瓜卖出“天价”的桥头镇沙土村支书
王文克，返乡治村探索新产业发展的
永发镇后坡村支书曾令群，面对毒贩
威胁连续蹲点守候，帮助民警将对方
抓获的老城镇文大村支书曾德恩……
这些“能人书记”各有所长，如何完善
机制，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带动作用
十分关键。

澄迈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澄迈把农村“能人书记”队
伍建设作为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的重中之重来抓，不断拓宽其选任
渠道、完善培训机制、增强激励保
障，努力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
有本事、重品行的“能人书记”队伍，

为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
强的组织保证。

该负责人表示，近几年来，澄迈每
年安排不少于500万元的党员培训工
作经费，把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纳入全
县干部教育培训整体规划，同时全面
开展农村干部教育培训。

如今，澄迈县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生活补贴从2008年的每人每年最
低4200元提高至3万元，支部书记少
了许多后顾之忧，基本可实现脱产专
职。此外，澄迈县还明确，对连续3年
被澄迈县委评为先进的村党支部书
记，按一定比例招录为乡镇事业编制
人员，进一步激发“能人书记”的干事
创业活力。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将晾晒好的牛肉干进行真空包
装、杀毒，再过称装盒……10月17日
下午，在澄迈县瑞溪镇华联社农产品
集配中心内，数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正
在厂区的生产线上忙活着。在掌握、
学习了操作技术后，他们每人每月都
可获得2500元工资。

华联社农产品集配中心负责
人、华联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华告诉记者，瑞溪牛肉干是澄
迈历史悠久的“金牌”产品。为了
给贫困户饲养的牛拓宽销路、提
升价值，利用品牌产品助力澄迈
县打好脱贫攻坚战，该企业一方面
为贫困户提供技术支持、就业岗位
和优先稳价收购，一方面通过采取

“公司+农户”的形式，为对接的68
户贫困户每年总共发放近 11万元
分红。

在不远处的村内村，村民曾令
忠正在瑞溪返乡大学生扶贫创业
（小黄牛养殖）基地的10亩小天地
里，饲喂本地小黄牛。“过去家里孩
子需要照顾，我和妻子无法外出打
工，只能守着几亩田地耕作，生活很
困难。”曾令忠和妻子来到基地就业

后，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收入保障，现
在已成功摘掉“贫困帽”。

基地负责人、澄迈慧牛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蔡於旭介绍，基地
集中饲养由政府支持给贫困户的黄
牛，并由合作社统一管理，“2016年，
我们已给村内村26名贫困户支付了
共计7500元分红。”他表示，瑞溪镇
今年还有104户贫困户以小黄牛集
中在基地饲养的方式，加入到了该合
作社中来，预计今年将给贫困户分红
25万元以上。

瑞溪镇扶贫工作只是澄迈县
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
以来，澄迈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
力，精心组织，强化措施，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并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截至目前，澄迈今年全县
年中线下退出贫困户 1083 户共
5246人。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澄迈
围绕当地沉香、福橙、桥头地瓜等多
个品牌农产品，大力发展产业项目，
将扶贫资金优先安排用于产业合作
化组织化发展，并及时根据贫困户
培训需求和培训意愿，组织专家、致富
带头人举办沉香加工、养猪、福橙
防病等与品牌农产品相关的实用

技能培训班 10 期，惠及人数超过
1981人。

此外，澄迈县对所有扶贫项目
实施“绿色审批”“即来即审”“即来
即办”，大幅度缩短项目办理流程，
并通过与农商行等合作，利用扶贫
夜校加大贷款政策宣传力度，加快

贫困户授信评级和贷款发放规定
程序等工作，截至 8 月底，已共为
892 户贫困户发放贷款 2977.94 万
元，帮助贫困户增加优质品牌农产
品种植面积或养殖体量，进一步增
产增收。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

品牌农产品给力 脱贫有了新门道
今年截至目前澄迈已有5246人脱贫

全国油茶良种优化及产业
发展技术培训班结束

重点推广种植
126个油茶良种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王全印）今天下午，全国
油茶良种优化及产业发展技术培训班
在澄迈县老城镇结束课程。据悉，此
次培训班为期3天，重点推广种植国家
林业局今年6月制定的《全国油茶主推
品种目录》中，列举的126个油茶良
种。来自全国15个油茶发展省份的油
茶办、种苗站负责人、种植大户和企业
技术负责人共140多人参加培训。

国家林业局场圃总站种苗工程处
负责人介绍，此次培训班结合了油茶
产业向更深更广区域发展及落实国家
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际需求，设置
了“油茶良种科学应用与配置技术”等
专题课程，并安排参培人员到澄迈县
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口东
山苗圃、琼山区红旗镇良种示范林进
行现场实习。

省林木种子（苗）总站负责人介
绍，2016年海南首次认定9个油茶良
种，2017年又有15个油茶良种通过了
初审，年内还将从中审（认）定一批适
合海南发展的油茶良种。到2025年，
全省计划新种油茶30万亩，油茶总面
积发展到36万亩，无性系良种覆盖率
达到90%以上。

拓渠道 强培训 增保障

澄迈探索建设农村“能人书记”队伍

10月17日下午，贫困户正在澄迈县瑞溪镇华联社农产品集配中心厂
房内作业。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十
月
十
九
日
，在
澄
迈
县
加
乐
镇
加
乐
村
，王
和
祥
正
在
用
石
磨
为
黑
豆
脱
壳
。

通
讯
员

王
家
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