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之村
参评村庄拥有百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0人/10万人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高于全国
和全省平均水平，8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3%）等

长寿之家
参评家庭成员中应有一对年满80周岁以上高

龄夫妻，且至少有一位年满90周岁以上的健在老
人，老人日常生活能够自理，思维较为清晰，视力、
听力、说话无大障碍，三代双全，四世或五世同堂

长寿夫妻
参评长寿夫妻双双健在，且均年满90周岁以

上，日常生活能够自理，思维较为清晰，视力、听
力、说话无大障碍，四世或五世同堂

长寿明星
年满90周岁以上；吃饭、洗澡、穿衣、如厕、室

内等活动均能自理；视力、听力、说话基本无障碍，
思维较为清晰等

敬老之星
参评者孝敬的对象应是年满90周岁以上的

长寿老人；长年帮助和照顾孤寡老人，富有爱心，
事迹感人，得到公众广泛赞誉，社会反响强烈等

评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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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澄迈以“动漫说廉”
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8部廉政动漫作品获奖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方欣）日前，澄迈县纪委召开“2017澄迈廉政文
化动画短片剧本终评会”，共评选出优秀动画剧
本、创意动画剧本、潜力动画剧本等18部作品。

据悉，本次剧本征集活动共收到54部参赛
作品，其中11部参赛作品包含视效预览（或故事
版）内容，为从专业角度评选出具有进一步打磨
空间和转化为优秀作品的剧本，并在此基础上创
作出优秀廉政动漫，评委会还邀请了海南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动画影视专家学者和动画行业人
员参与评选。

澄迈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县纪委去
年面向全国征集廉政logo（标志）和卡通动漫形
象，今年以啄木鸟为主角进行动漫剧本征集。以

“动漫说廉”方式来解疑析惑，不仅形象生动，还通
俗易懂，十分有助于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培育。

澄迈人脸识别考勤系统覆盖92家单位

4300多名公职人员
“刷脸”上下班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李传杰 林慧）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纪委了解到，
澄迈人脸识别考勤系统现已覆盖92家单位，澄迈
相关单位的4300多名公职人员每到上下班时，将
站在人脸识别考勤机前进行“刷脸”考勤。

据悉，根据该平台前期试运行的反馈情况可
看出，试运行单位干部作风有了明显好转，在编不
在岗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在全县建立‘一张网’
的监督管理平台，目的就是给各单位一个监督管
理的抓手，用制度规范、科学管理方式让在编不在
岗的人回归岗位。”澄迈县纪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澄迈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严打恶意欠薪
和欠薪逃匿行为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李健）日前，澄迈县在金江
镇召开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会议。会议强调，各级有关部门要坚决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对恶意拖欠、情
节严重的案件，各部门要进行调查核实
并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利用司法手段
严厉打击恶意欠薪和欠薪逃匿等行为。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贯
彻落实《澄迈县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支付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实施方案》，进
一步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及工作要
求，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要对全县区域
和行业内涉及农民工的工程项目进行
全面细致排查，着力找准风险点、找准
重点人，始终做到有人问、有人管、有
人落实，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解决
在基层；要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
想，加快建立健全部门联动长效机制，
共同推进农民工工资调处工作。

会议指出，对发生组织领导不力、
任务分工不落实、严重失职渎职问题
的部门，要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全力
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去年种植‘台农16号’凤梨时，
由于我没能掌握催花等关键技术，到
当年11月时整片地里只有20%的植
株结果，让我亏损了10多万元。”昨
天上午，江西青年种植户吕俊文站在
位于澄迈县金江镇乐旺村的一片凤
梨地里告诉记者。

但 眼 下 在 吕 俊 文 的 凤 梨 地
里，一丛丛植株均被累累果实压

得“弯了腰”，来自省内外的众多
经销商也不断给他打来求购电
话。吕俊文说：“这批凤梨的结果
率达到了 90%，以每斤 2.8 元的田
头收购价计算，每亩地除去人工、
肥料等成本，我还能再挣上 1 万
元。”

一年时间扭亏为盈，吕俊文的
“逆袭”要受益于澄迈县凤梨产业协
会会长黄华茂传授的秘诀。有着14
年凤梨种植经验的黄华茂告诉记

者，在每年11月、12月产出的“台农
16号”凤梨口感清甜、纤维细腻，很
受消费者喜爱，但要想让植株在这
段时间内结硕果，掌握正确的催花
技术尤为重要。

黄华茂拿来一袋电石（主要成分
为碳化钙）说道，“这是我们催花的主
要用料，它遇水会发生激烈的化学反
应，产生乙炔和大量热量，刺激植株
开花，但许多人对电石和水的最佳配
比、操作方法等不了解，催花率一般

只能达到20%至30%。”而澄迈县凤
梨产业协会正在致力于向全县种植
户提供这一类关键技术。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澄迈凤
梨的种植面积共达2.7万亩，涵盖了

“台农16号”“台农17号”“台农22
号”等10余个品种，部分品种年亩产
值超过3万元。澄迈县凤梨产业协
会已从中选择了适合澄迈水土环境，
且产量高、市场接受度高的5个品
种，进行推广种植。

黄华茂表示，澄迈县凤梨产业协
会成立后，他一方面把协会掌握的各
类技术及时分享给种植户，一方面奔
走省内外帮澄迈凤梨种植户打开销
售渠道。下一步协会将利用自身注
册的“凤梨部落”公共品牌，帮助全县
凤梨种植户提高质量、产量，并根据
品种、种植面积引导他们合理安排种
植、催花、上市时间，避免出现丰产不
丰收的现象。”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徐婵

11月 15日中午，在位于海南老
城经济开发区的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有
限公司第三车间里，一座巨大的球磨
机正在不停地运转，发出“轰隆隆”的
响声。在它的“肚子”里，90吨大小不
一的陶瓷球通过翻滚、跳跃，不一会便
将水泥熟料等其他混合材料充分打磨
成粉，制作出可直接运往工地投入建
设的成品水泥。

“我们企业现有6台球磨机，每年
可产出成品水泥700万吨。过去，每
产出1吨水泥需耗电30千瓦时，其中
球磨机电机的耗能就占到了50%，所
以我们若想大幅度降耗节能，必须抓
准球磨机这一‘牛鼻子’。”该公司副经
理金卫民分别拿出陶瓷球和传统的钢
球介绍道，“陶瓷球密度接近钢球的一
半，用它们替代钢球，每台球磨机运转

时的总重量能降低70吨。”
金卫民告诉记者，这样一来，球磨

机运转负荷显著降低，平均每台球磨
机每小时可降低能耗1100多千瓦时，
按一年运转6000小时计算，其每年可
降低能耗660万千瓦时。“小小一颗球
的变化，不仅让我们企业降低了能源
成本，也达到了以技改升级促进企业
绿色发展的目的。”金卫民说。

华盛天涯水泥并非个例。近年来，
澄迈县委、县政府通过积极引导企业开
展技改升级、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节能
宣传教育，使得不少企业实现“负荷降
了、耗能少了、效率高了”的发展目标。
在我省日前通报的2016年度能源消耗
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完成情况以及
节能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价考核结果中，
澄迈、三亚、昌江3市县均超额完成目
标任务。

记者从澄迈县工信局了解到，能
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指的是
能源消耗总量增量控制目标和能耗强

度降低目标。其中，能源消耗总量指
的是一定时期内全国或某地区用于生
产、生活所消费的各种能源数量之和；
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指的是每万元
GDP能耗下降目标。

澄迈县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澄迈县委、县政府通过制定《澄迈县

“十三五”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工作计划》，把节能指标细化分解，明
确了各部门各单位的节能降耗工作责
任；不断强化重点用能企业监督管理，
定期研究分析企业能耗情况，积极引
导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鼓励发展
循环经济；举办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管
理培训班，针对全县44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部分规模以下用能企业的能
管员开展培训，有效提高了能管员的
节能意识和节能管理水平。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澄迈全县单
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5%，单位工
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8.57%。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

澄迈工程机械服务
管理所成立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记者卫小林）11月
16日，澄迈工程机械服务管理所成立，澄迈县工
程机械信息采集及综合服务工作同步启动，这是
记者从该所获悉的。

据介绍，澄迈工程机械服务管理所经中国机电
产品流通协会和海南省机电产品流通协会业务指导
与授权，承担着澄迈县区域内工程机械行业用户信
息采集、编号管理并建立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数据
库，同时为广大工程机械行业用户提供安全技能培
训、保险融资、零配件供应、油料供应、法律维权、工
程信息、设备销售租赁、应急救援等服务管理工作。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方欣 唐健

11月16日中午临近12时，在澄
迈县加乐镇，刚忙完一项谈话工作的
加乐镇纪委副书记吴春锦没顾得上
吃饭，又开始收拾相关材料，准备下
乡投入澄迈县日前开展的新一轮脱
贫攻坚专项纪律检查工作，“天天坐
在办公室里可不行，我们基层纪委工
作人员必须走村入户，到百姓家里获
取‘可靠情报’，才能做到用‘精准监
督’对焦‘精准扶贫’。”

赶路途中，吴春锦向记者回忆起
她今年办结、日前刚刚公布的一件案
例。今年8月，她依照惯例到部分农
户家询问扶贫猪苗养殖、销售情况，

但答案却让她感到十分吃惊：原来，
加乐镇德润村委会委员刘裕群在去
年9月协助加乐镇政府发放扶贫物
资时，曾索取和收受3户贫困户的扶
贫猪苗，并将扶贫猪苗养大和售卖至
市场。

“刘裕群这一案例，属于对扶贫
物资‘雁过拔毛’的典型案例。澄迈
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减少中间环节，
让‘雁’更快地到达贫困户手中。”一
旁的加乐镇纪委书记王天说，例如，
建档立卡贫困户必须凭本人身份证
到各镇政府大院实名登记，并对获取
的扶贫物资进行拍照、签字确认，才
可将物资带走等。

“在协助贫困户拍照、签字确认
并领取物资后，刘裕群便趁机索要

扶贫物资。这一行为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王天表示，随后，加乐镇安排
各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及时跟
踪、汇报扶贫物资的后续情况，并围
绕类似问题加强明察暗访，以实际
行动封死扶贫物资“防火墙”的又一
漏洞。

今年以来，澄迈县纪委还不断
拓宽扶贫领域违纪问题的监督举报
渠道，在发挥信访举报主渠道作用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群众监督和
媒体监督，通过开通多个网上监督
举报通道，开播《红脸出汗》电视问
政节目等，多层次、多渠道挖掘问题
线索。

澄迈县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澄迈现已建立高速运转查处机

制，即对新增受理的扶贫领域信访
件，各相关部门要在1个工作日内作
出处置意见，5个工作日内启动初核，
30个工作日内初核结束，通过领导包
案等方式，坚决遏制重复、越级举报，
杜绝治理过后问题反弹现象。

澄迈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新一轮脱贫攻坚专项纪律检查工作
中，澄迈县将结合存在的问题，制定
阶段性工作“小目标”，围绕教育扶
贫、扶贫资金使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进一步加大脱贫攻坚工作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通过靶向打击坚决遏制相
关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对扶贫领域
违纪问题“零容忍”，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

澄迈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新一轮脱贫攻坚专项纪律检查工作

较真碰硬 用精准监督对焦精准扶贫

11月15日，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内，工作人员正密切关
注着球磨机等设备的运转情况。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吕俊文在凤梨地里检查植株的生长情况。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2017年以来
问题线索 10件 12人
立案 12件 12人

给予党政纪处分 10件 10人

澄迈县纪委着力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目前共受理

制
图/

张
昕

澄迈长寿“五个十大”
评选活动启动
表彰大会将在年底前举行

本报金江11月1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仁圣）记者今天从澄迈县长寿研究会获悉，澄迈
已于日前启动第三届“十大长寿之村、十大长寿之
家、十大长寿夫妻、十大长寿明星、十大敬老之星”
评选活动，旨在进一步总结和推广澄迈长寿经验。

记者了解到，澄迈自2010年起开始举办“十
大长寿村庄”“十大长寿家庭”和“十大长寿明星”
评选活动，至2013年，该活动又增加了“长寿夫
妻”和“敬老之星”两项内容。此次评选活动采取
个人自荐、群众自荐、组织推荐等方式，并按照初
选、公示、终评等步骤实施，相关表彰大会将在今
年底前举行。

据悉，澄迈素有“青山绿水廿万顷，十里常逢
百岁人”的美誉，曾被授予“世界长寿之乡”称号，
拥有底蕴深厚的长寿文化。

澄迈引导企业技改升级、加强节能宣传教育、鼓励发展循环经济

负荷降了 耗能少了 效率高了
澄迈聚焦·绿色发展

澄迈“台农16号”凤梨上市
清甜可口受市场热捧，每亩纯利润可达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