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进对象

面试时间
计划于12月初进行

报名方式
报名网址为http://www.zp0898.com，具体

公告及职位见澄迈县人民政府网、澄迈党建网等

硕士学位研究生年龄需在35周岁以下
博士学位研究生年龄需在45周岁以下
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年龄需在45周岁以下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年龄需在50周岁以下

其中

主要包括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学位人员（海外留学回国人员须具有
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相应学历学位），
以及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副高级以
上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制图/王凤龙

澄迈计划引进24名
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
录用者最高可享15万元购房补贴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吴清文）澄迈县委组织部和人社局今天发布公
告，计划面向社会公开引进24名高层次紧缺专业
人才。应聘人员可于11月10日9时至11月16
日24时进行网络报名。

澄迈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提醒，引进人才
均纳入澄迈县事业编制（除澄迈县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岗位外），并按《澄迈县引进高层次人才
实施细则》规定，享受最高15万元购房补贴、5万
元安家补贴，以及探亲补助和每月最高2000元人
才岗位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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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吊灯岭上，苗族阿婆蒋巧华头戴
玫红色的苗绣头巾，紧赶慢赶地招呼
着玩耍的小孙子回家吃饭，在她身
后，一栋栋黄墙蓝顶、极具民族特色
的新房拔地而起……这是10月 24
日上午，记者在澄迈县仁兴镇新兴村
所看到的一幕。

距离村子几百米外，150头小豪
猪结束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到达新兴
村豪猪养殖场。“这是我们新场建好
以来养殖的第一批豪猪，按商品豪猪
每头售价1800元至2200元计算，预

计今年销售总额可达近90万元。”新
兴村村民、澄迈运辉奇龟特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英运介绍道。

李英运记得，15年前，由于远居
深山、交通不便，新兴村村民大多只
能靠种林产生的微薄收入为生，住房
也以茅草屋居多。外出打工归来的
李英运看到此情此景，内心焦急不
已，“我想，要谋发展必须靠产业！经
过到省内各市县走访考察，以及多方
筹集资金，2015年我确定了以发展
豪猪产业助村民增收脱贫。”

“豪猪肉质鲜美、瘦肉率高，还具
备观赏价值、药用价值等。”李英运

说，现在，由于豪猪的经济效益日渐
凸显，合作社社员已由最初的6人增
至11人，订购豪猪种苗的村民也越
来越多，场内豪猪正从“外销”向“内
售”转变。李英运补充道：“合作社内
的两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每年可
获得总额1.2万元的分红外，还可在
合作社打工挣钱。”

新兴村村民、贫困户李畅启对此
体会颇深，过去，由于子女多、父母年
迈，他和妻子只能留守村内，靠种植橡
胶为生，“随着养殖场的建成投产，我
一边可以就业增收，一边还能照顾老
人小孩，内心的这一块大石头总算放

下了。”令李畅启高兴的还远不止这
些，今年9月，他还搬进了村里新建的
建筑面积达168平方米的3层小楼。

安居才能乐业。记者了解到，像
李畅启家一样的小楼新兴村共有62
栋，在建设之初就已将旅游元素融入
其中：墙面上的图腾尽显民族风情、
第三层设有观景平台供游客观赏山
水……李英运拿着厚厚一叠规划图纸
告诉记者：“下一步，村里还打算让村民
在房前屋后养殖豪猪并发展民宿、农家
乐，同时建造以水上升降平台构成的广
场，以及坐落在山脚的盘古石像，让游
客来到村子后有得吃有得玩有得看。”

仁兴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将该
村打造成澄迈县全域旅游新亮点，澄
迈县委县政府加大投入、精心谋划，
下了不少硬功夫。目前，一期民居工
程共投资1873万元，国家配套资金
150万元，省级配套资金10万元，澄
迈县财政投入1026万元。此外，澄
迈目前已启动该村的二期建设项目，
主要包括建设路网、管网、电网等基
础设施，总投入超800万元。

“住上了新楼房，村里的环境也
越来越美丽，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啦！”李畅启开心地说。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澄山 张冠华

“在《道德经》里，老子说，‘罪莫大
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即最大的
罪过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最大的祸
害就是不知道满足。这一警示入木三
分，我意识到，我们纪检工作人员更需
要把握住自己、头脑清醒，才能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日前，澄迈县纪委工作
人员王开武在县纪委办公室向记者感
慨道。

廉政建设需要“堵疏引”结合。去
年以来，澄迈县纪委以“文化建设”为
突破口，全力弘扬“廉政”“爱心”“国
学”文化，通过在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
主题演讲、党纪知识竞赛、国学讲坛、
廉政书画展等30余种文化活动，在全
县社会中形成了反腐拒腐、弘扬正气
的良好氛围，有效地促进了纪委队伍
整体素质提升，为纪检工作提质增效。

澄迈县纪委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
良好的家风促进党风政风建设，从家
庭这个源头筑起廉政建设的防线。其

中包括在全省率先制定实施《澄迈县
纪检监察干部家访制度（试行）》，采取

“分级家访”模式到干部家中进行家
访，引导干部家属当好树立良好家风
的“廉内助”；召开谈心谈话会，制作发
放《家访心连心联系卡》，加强组织和
家庭沟通联系，强化干部八小时以外
的监督。

澄迈县纪委大力弘扬爱心文化，
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从小事做起，
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从思想根源上
预防腐败行为和职务犯罪发生，并先
后联合28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开
展“造血干细胞捐献”“文明出行”以
及走访慰问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共

募集爱心助学资金60余万元，为全县
11家敬老院200多名老人送去关怀
和爱心。

“以前接触更多的是网络快餐文
化，而国学文化更像一阵清风，让我们
体会颇多。”澄迈县纪委工作人员、

“90后”青年陈昱仲说，通过学习古代
廉政故事，他意识到平凡的岗位也能
干出不平凡的业绩，自己工作多一份
心，群众生活就省一份力。

近年来，澄迈县纪委主动将楹联、
诗词等传统文化融入纪律教育之中，
通过开展每月一本国学经典学习测
试，引导干部职工学习《孙子兵法》《道
德经》《增广贤文》等国学经典，以及举

行国学书画巡展等系列活动，形成了
以“国学”为核心的廉政文化宣教品
牌，引导党员干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邃思想中得到启迪，增强拒腐
防变的“免疫力”。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全县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5件108人，
结案 84 件 87 人，移送司法机关 9
人；组织开展明察暗访 32次，开展
谈话提醒 684 人次，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庸懒散奢贪问题73
件，处理人数 84人次，公开通报曝
光5批 33人次，持续释放着正风肃
纪的强烈信号。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

澄迈纪委以“文化建设”为突破口

巧配廉政套餐 增强干部“免疫力”

腾讯文创基地
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
将携手园区提供优势资源与服务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记者陈卓斌）今天
下午，腾讯企鹅号城市计划（海南站）活动在海南
老城经济开发区举行。活动上宣布，“腾讯文创基
地”正式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据悉，该基地将会
以园区内的众创空间作为纽带，不断推动优质的
创新创业资源进行对接，加强落地服务，助力海南
内容创业产业蓬勃发展。

腾讯众创空间副总经理刘军育表示，海南生
态软件园环境优美静谧，非常适合文化创业者工
作，同时腾讯一直与海南有着紧密合作，政府对产
业十分重视，政策扶持力度大，给文化创业者提供
了极佳的创业环境，“此外，海南还具备十分丰富
的文化创作资源，文创基地在此落户能使文化创
业者享受到更多的资源。”

同时，知名自媒体“边度”创始人晴朗、“深夜
食堂”创始人四郎、天涯社区副总编辑黄大赛以及
合一创投投资总监贾文超等4位嘉宾来到现场，
围绕新媒体内容创作、自媒体行业现状以及机遇、
自媒体投资等主题进行探讨和经验分享。

此外，本次活动还举行了“企鹅号城市新星”
评委授牌仪式。腾讯综合海南本地媒体代表、国
内资深媒体人、行业专家等8位评委评分意见，选
出海南地区的前10名“企鹅号”（腾讯的一内容开
放平台账号），这些“企鹅号”将获得腾讯给予的百
万现金以及千万推广资源奖励。

首期干警学习讲堂开讲
全力打造“学习型”检察机关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谭伟斌 吴雁）“公益诉讼是指对损害国家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
和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昨天，澄
迈县人民检察院首期“干警学习讲堂”在金江正式
开讲。

记者了解到，此次讲堂由澄迈县人民检察院
3位年轻干警主讲，讲课内容涉及民事公益诉讼
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解读、法律法规解析和案
例分析等。

下一步，澄迈县人民检察院将本着“缺什么补
什么、需要什么学习什么”的原则，充分发挥“干警
学习讲堂”的平台作用，不定期安排干警上台授
课，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注重检察实务，更加注重
调动干警的学习热情和参与、表现意识，不断拓宽
教育培训的渠道，以提高干警队伍的业务水平和
整体素质，全力打造“学习型”检察机关。

助力脱贫攻坚

澄迈干部大讲堂
为450余人传经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吴清光）日前，澄迈县在金江举办第三期“澄迈
干部大讲堂”，特邀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罗
凌，为该县四套领导班子成员等共450余人作《精
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专题讲座。

讲座上，罗凌结合贵州脱贫攻坚实际，从中央
要求看精准扶贫的着力重点、从贵州路径看精准扶
贫的贵州实践、从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看乡村振兴
及突破等三个方面给澄迈县领导干部作了一场精
彩的报告。

澄迈启动“圆梦女孩”志愿行动

33名女孩
每人获3000元扶助金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黄泽纬）日前，澄迈县卫
生计生委、澄迈县妇联、澄迈县计生协
会在金江镇联合举行“圆梦女孩”志愿
行动启动仪式暨“自强女孩”表彰大
会，为被认定的18名家境贫困的“圆
梦女孩”和15名品学兼优的“自强女
孩”发放每人3000元扶助金。

据悉，“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启动
后，志愿者将与相关女孩结对，开展一
对一长期帮扶和短期团队帮扶，通过
重点开展心理辅导、家长培训等方式，
帮助女孩解决实际困难，促进女孩成
长成才，实现人生梦想。

据悉，“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和“自
强女孩评选活动”是澄迈县关爱女孩
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通过
这些活动，向澄迈县全社会传播关爱
女孩成长成才、维护女孩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观念，引导全社会
关注女孩生存环境，营造有利于女孩
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会后，澄迈县卫生计生委、澄迈县
计生协会还组织“圆梦女孩”和“自强
女孩”上圆梦特色课，通过现场授课不
断调动女孩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内在
动力，使女孩树立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的意识。

澄迈聚焦·廉政建设

10月24日，王晓声（右一）在向工人了解鱼尾葵采收情况。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澄迈仁兴镇一苗村村民养豪猪、盖新楼、发展旅游业

新兴村走上新兴路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吴清文

10月24日下午，澄迈籍返乡创
业女大学生王晓声再一次来到其位于
福山镇儒林村的百亩鱼尾葵种植基
地，仔细检查着一株株林木的生长情
况，“这片土地倾注了我7年的心血，
如今又到了一次转型的关键时期。”

2010年，还在海口工作的王晓声
看中了景观绿化苗木的市场价值，便
返回澄迈筹资种下第一批鱼尾葵。很
快，王晓声的鱼尾葵以出众的品质攻
下了市场，她也因此捞得了第一桶金。

可惜好景不长。“鱼尾葵的种植管
理并不复杂，但要想在树木运输时达
到相关企业的需求，就必须请来内地
的熟练工人进行操作，这样一来，仅每
人每天的工钱就超过200元。”王晓声
说，2014年以后，人工成本的增加给
她带来了压力。

彼时，澄迈的品牌农产品发展得
红红火火，这给王晓声的“突围”带来
了启发，“在我的记忆中，老人们以前
曾削去鱼尾葵的外皮，将它的内芯用
作食用。”于是，王晓声将鱼尾葵重新
包装，作为农产品销售。

在林地里，王晓声砍下一根鱼尾

葵芯并告诉记者，“一般我们选取每
节60至70厘米的树芯，3根放在一
起包装销售，可卖至每盒88元。”现
在，不少饭店找上门来向王晓声购买
鱼尾葵芯，生意越来越好。

“开发新的品牌农产品并不容
易，但在澄迈，我不会过分担心。”王
晓声表示，已于去年获得过澄迈县返
乡大学生自主创业扶持资金的她，目

前正计划向县里申请奖励资金和贴
息贷款，以引进产品保鲜等技术链，
进而向岛外市场扩张。

“不担心”的背后，离不开澄迈近
年来的政策支持：自2013年开始，澄
迈县财政每年安排400万元资金，用
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创业指导、培训、
资助和奖励等。目前已累计投入622
万元扶持了154名返乡大学生创业，

带动解决就业近3000人。此外，澄迈
县还成立了全县鼓励和扶持返乡大学
生自主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并协调澄
迈县科技、农业发展资金以及商业金
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客”
提供对口资金支持和贴息贷款等。

今年3月，澄迈县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返乡创业试点单位”。澄迈县
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优越的服务环
境是人才创新创业的根本保障。
2017年，澄迈县政府斥资301万元表
彰 45家企业和创业型科研机构团
队，通过奖励企业科技创新，支持高
校、院所科技人才创办、领办企业等
有效激励措施，催生出展创、杰福瑞
等一批科技型、创新创业型企业，培
育出省级创新创业领军人才8人，行
业精英40余人。

此外，澄迈县积极探索建立覆盖
全县的网络化创业服务工作体系，从返
乡大学生创业服务入手，重点建设高效
人才服务窗口，为各层次人才提供“用
一张网，进一次门”的“一站式”服务；整
合澄迈青创协会等平台服务大学生“创
客”，并借助平台为返乡创业大学生提
供市场分析等方面培训。

（本报金江10月26日电）

提供资金扶持、贴息贷款、技能培训等

一波好政策“喊”学子回“澄”创业

10月24日，澄迈县仁兴镇新兴村村民李畅启（右一）在搬运豪猪。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