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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超770万元

基本完成省里要求的三年建设43座旅游厕所的任务

2015年至2016年，共建设完成31座旅游厕所

今年计划建设的12座旅游厕所目前已完成1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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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县委新一轮
专项巡察工作启动
重点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问题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林婵婵）记者近日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
获悉，陵水县委于本月正式启动十四届县委第三
轮巡察工作，重点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等
方面问题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巡察。

本轮巡察共抽调50余名干部组成4个巡察
组，将分别对陵水椰林镇、本号镇、县国土资源局、
县生态环境保护局等10个乡镇、单位进行巡察，
主要巡察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落实中央、省委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工作部署及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的情况。巡察时间从12月1
日至12月31日。

陵水推出梧桐树卡
“引凤来栖”
持卡者可获10多项优惠待遇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 邓俊龙）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原则通过
《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关
于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的办法（试行）》和
《“陵水人才梧桐树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据了解，陵水将实施高端人才“引领工程”、
青年人才“筑梦工程”、本土人才“培育工程”等
10项政策，从资金、住房、补贴等多个方面激发
各类人才投身建设陵水的热情；还将通过支持创
业孵化基地发展、强化高级人才工作站建设、设
立人才工作基金、构建“一站式”服务平台等方
式，为人才提供完善的干事创业平台和优质的生
活服务保障。

为更好地落实各项优惠政策，陵水特别为引
进的高级人才、本土优秀人才和“候鸟型”人才推
出陵水人才梧桐树卡。“候鸟型”人才在享受合作
应得待遇的同时，还能通过为陵水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代表陵水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奖励等方式换
取积分，积分达到规定值者可获得该卡。

据悉，陵水人才梧桐树卡有效期为1年，可为
持卡者提供创新创业、信用贷款、休闲服务、食宿
优惠等10多项优惠政策。有效期过后，符合条件
者可重新申报、换领新卡。

富力社区“候鸟”
人才基地揭牌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符宗瀚 胡阳）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富力社区“候
鸟”人才基地揭牌成立，当天，陵水县委组织部现
场组织了针对定居富力湾的“候鸟”老人群体的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

当天，在当地近海的一块草坪上，富力社区
300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认真聆听宣讲。宣讲人
说，希望“候鸟”老人能为陵水发展发挥余热。

“我们在本号大里地区有‘候鸟’人才基地，在
清水湾有‘候鸟’人才工作服务站，今天在富力湾
也建了‘候鸟’人才基地。我们高规格打造‘候鸟’
人才集聚平台，会全力为‘候鸟’人才做好服务工
作。”宣讲人表示。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让我感到振奋。”65
岁“候鸟”人才曹康明说，有了“候鸟”人才基地，

“候鸟”们平时还可以借助宣传展板等，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

据介绍，富力社区“候鸟”人才基地成立了海洋
环保、羽毛球、乒乓球等18个协会，会员总数近1200
名，其中包括51位“候鸟”人才代表，是陵水“候鸟”人
才居住较集中、文化配套设施较好的社区。

雷丰芒果获评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日前，“陵水雷丰芒果”通过国家质检总局
专家组评定，成为陵水黎族自治县首个获得国家
生态原产地产品的产品，实现了陵水生态原产地
产品保护零的突破。

据了解，专家组在对“陵水雷丰芒果”的原产
地生态环境、产品设计中的生态要素、原产地评定
要素等内容进行反复评定后，“陵水雷丰芒果”通
过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现场评定。

据介绍，生态原产地产品是指产品生命周期
中符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资源节约要求并具有
原产地特征和特性的良好生态型产品。被国家评
定的保护产品统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原
产地产品”标志。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县秉
承生态立县的理念，加大对陵水优质特色农产品
的扶持力度，促进绿色环保农产品的规模化、品牌
化发展。随着雷丰芒果获评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陵水芒果产业将向着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
的方向良好地发展，为推动陵水农业经济建设做
出更大的贡献。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黄艳艳

“用的人这么多，厕所还能这么
干净，而且还很漂亮！”12月2日上
午，在使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椰
田古寨景区的公厕后，深圳游客刘业
欢说。

“在景区最怕上厕所，进出要捏
鼻子，还要排很长的队。”在谈及对
景区厕所的印象时，刘业欢忍不住

“吐槽”。但在椰田古寨，厕所不仅不
湿、不挤、不臭，还有茅草坡屋顶、民
族文化装饰元素等，造型美观。

正如椰田古赛景区公厕，陵水景
区厕所一改过去脏、乱、差、臭的形
象，变得干净整洁、环保美观。陵水
旅游委副主任邓佳佳介绍，去年9月，
陵水成立旅游厕所与旅游标识标牌
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县旅游厕
所与旅游标识牌建设工作，并制定了
《陵水旅游厕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有计划、按步骤地建设旅游厕所。

邓佳佳说，截至今年11月，陵水
旅游厕所建设实际投资超770万元，
基本完成省里要求的三年建设43座

旅游厕所的任务，并实现全县区域
内，重点旅游场所、景区及旅游线路
旅游厕所达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
使用免费、管理有效的要求。

记者在椰田古寨景区看到，为减
少女性游客等待时间，女厕所里设有
14间隔间，此外还配有方便带孩子
游客使用的亲子隔间和残疾人专用
隔间。

如何让日均客流量超过5000人
次的景区公厕保持洁净？椰田古寨
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晓健介绍，景
区按照陵水县政府要求，引进环保污
水处理设施，采用标准化管理卫生区
域，设立厕所管理标准，环卫人员随
时对厕所进行观察、维护、清洁。同
时，厕所立面改造融合民族元素，按
照旅游公厕建设标准进行升级。

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景区厕
所在设计时，以海洋特色为主，按照
船型风格建筑建造。许多游客表示，
如果不看标识牌，都不敢相信这幢树
木掩映的特色建筑就是厕所。

分界洲岛旅游区总经理符胜说，
分界洲岛作为海岛型旅游景区，景区

在厕所规划建设上，遵循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方便实用、节能节水、保护环
境的基本原则，让厕所有机融入海岛
环境中，成为景区的一处风景。

陵水还把旅游“厕所革命”推进
到乡村旅游点。近日，记者在本号镇
大里地区看到，其旅游厕所不仅宽敞
干净，茅草坡屋顶、槟榔树干、回纹格
栅等装饰元素还让其显得清新雅致，
再加上花树掩映，致使不少初来的游
客误以为这是创意民宿。

据介绍，陵水在2015年至2016
年间，共建设完成31座旅游厕所。
今年计划建设的12座旅游厕所目前
已建设完成11座，余下的1座正在
加快建设中。明年陵水还将在富力
海洋公园等地建设多座旅游厕所。

此外，为给游客提供更多方便，
今年9月起陵水正式实行厕所共享，
所有临街、临景的单位厕所免费向游
客开放，全县境内几乎所有交通沿线
临街、临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厕所
向公众免费开放，并统一张贴“公共
厕所免费开放”标识牌。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11月30日，香港籍“142752”号
游艇驶进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
停靠在雅居乐清水湾游艇码头。游
艇停靠后，顺利通过口岸查验单位
工作人员查验。这是日前成为我省
第二个向境外游艇开放的口岸后，
清水湾游艇码头迎来的第一艘境外
游艇。

清水湾游艇码头总规划780个
国际标准泊位，现已建成299个，是
亚洲最大的游艇码头。“142752”号
游艇是68尺中大型豪华游艇，国内
售价约2000万元，3名船员驾驶其

从香港出发，历经20多小时到达。
下艇后，船员王驰告诉记者他对清
水湾口岸的初步感受：“服务、设施
都挺好！”

伴随着该游艇到达，清水湾游
艇会接下来也将开展国内游艇业真
正意义上的首个自由行试点。出席
现场欢迎仪式的省海防与口岸办副
主任刘小涛介绍，游艇自由行，是针
对境外游艇进出境而言，其涉及多
个方面，但最有实质意义的环节在
于入境时游艇方免缴高昂的担保
金，而是由游艇会业主代缴，即企业
总担保。“一艘境外游艇进来，要先
缴纳游艇价值43.7%的担保金。例

如当天这艘，就要缴纳 800 多万
元。虽然通常离境时可以退回，但
毕竟费用巨大，很少有人愿意掏这
笔钱。”

此次“142752”号游艇海南行的
最终目的是参加三亚鸿洲国际游艇
会“海天盛筵”活动，因此得以以展
会形式报备免缴担保金，不属于自
由行。但借助口岸开放与首艘境外
游艇进入契机，雅居乐清水湾游艇
会即将推出企业总担保业务，目前
已在操作中。刘小涛说，国内有地
方开展了自由行试点，但没有企业
总担保配套。“推进游艇自由行，海
关、口岸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基本没有

问题，但没有企业总担保，做不到真
正的自由行。这项业务需要游艇会
雄厚的资金实力，不是一般企业能做
的。”而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依托雅
居乐集团资本实力开展此项业务，将
解决游艇自由行“卡脖子”问题，是我
国游艇行业的一项实质性突破。

目前，我省游艇业存在在驶游艇
比例偏低、境外游艇入境少等问题。
推进游艇自由行，有助于提升游艇旅
游活跃程度，促进游艇交易。“例如当
天这艘游艇，在由代理公司销售，尚
在寻找买家。通常如果没有自由行，
它不愿进来，展示、试驾的机会都没
有。”省海防与口岸办邮轮游艇管理

处工作人员彭玄说。
推进游艇自由行，将促进海南旅

游业转型升级，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
国际化水平。刘小涛说，海南的自然
地理环境、政策定位独特，具有发展
游艇产业优越条件。省委、省政府对
发展这一产业非常重视，去年刚修订
出台《海南省游艇管理办法》，今年新
的版本又在修订中，并将凸显政府服
务职责。未来，海南将通过多方面举
措，朝着“中国一流的游艇消费旅游
目的地、世界一流的游艇品牌展示窗
口、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的试验
区”目标定位前进。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

陵水推进“厕所革命”，重点旅游场所均有厕所

别致公厕成“风景”

借口岸开放与首艘境外游艇停靠契机

陵水清水湾将开展游艇自由行试点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感谢县政府和河北医科大学的
帮忙，我小孩有救了！”近日，经历一
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救治后，陵水
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祖关村6岁女孩
小卓在父母陪伴下从河北回到家中，
孩子父亲卓仕潘感激地说。

“一回来，她就叫妈妈牵着她在
村里走走。”卓仕潘说。

此前，小卓没有走过路。小卓
出生不久就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嘴唇和指甲重度紫绀，有明显的
缺氧症状。6岁的她体重只有13公
斤，看上去像是个3岁的孩子。她
不能大笑，不能走路，总是被父母轮

流抱着，偶尔站一小会儿都需要有
人搀扶。

“我们抱着她跑了省内的多家医
院，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病情复杂、
无法医治，建议去省外求医。”卓仕潘
告诉记者，他是贫困户，日子过得紧，
带着女儿去省外看病对他们家庭来
说太难了。

就在卓仕潘一家陷入绝望的时
候，事情出现了转机。11月初，从河
北医科大学来挂职陵水县政府副县
长的贾彬得知小卓的情况后，就联
系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以下
简称“河北医大一院”）心脏外科，医
生反馈说孩子有希望被救治。陵水
有关部门告诉小卓一家，去河北救

治不用他们自掏医疗费及交通费。
11月11日，小卓在父母及祖关卫生
院负责人陪同下坐上飞机飞往河北
接受治疗。

在河北医大一院，医生为小卓成
功实施了体肺分流手术。术后的小
卓，原本因为缺氧发黑发紫的皮肤渐
渐地变得红润起来，小脚丫也变得有
力气了。“过去，走两米她就走不动
了，现在陪她走我都累了，她还不
累。”看着女儿慢慢康复，卓仕潘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陵水卫计委主任黄国经告诉记
者，此次小卓重获新生，得益于陵水
和河北医科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去年陵水启动“三医联动”改革试

点，在贾彬牵线搭桥下，河北医科大
学和陵水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帮扶协
议，后者派专家长期驻点陵水开展

“传帮带”服务。“专家来后，提升了
陵水县域医疗服务能力，让陵水患
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好的服
务。同时，也开通省外救治疑难病
症的新通道。”

黄国经介绍，此次救治，小卓的
医疗费用由陵水针对贫困户的医
疗兜底政策和河北医大一院关爱
基金共同承担，陵水县政府还承担
他们的往返交通费。卓仕潘告诉
记者，此行他只在生活费用上花了
1000多元。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

院地医疗合作开通省外救治新通道，陵水重症女孩获救治

爱心联手，温暖异地求医路

提高扶贫实效，以高标准
迎接考核
决胜40天
确保完成年度任务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胡阳）12月4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出台《关于开展决胜
40天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对下一步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部署。

此次“决胜40天”专项行动时
限为本月6日至明年1月16日，将
遵循“单位帮村、干部包户、群众参
与、精准帮扶”的要求，以建档立
卡扶贫对象为重点，面向所有农村
户籍人口，精准施策，努力提高群
众的满意度，确保完成年度脱贫攻
坚任务，顺利通过省级交叉考核和
国检。

《方案》就动态调整、坚持全
民参与、发挥行业作用、突出解
决问题 4个方面进行部署，由陵
水扶贫办牵头，县农委、就业局、
房管局、教科局、卫计委、各乡镇
等单位为责任单位。要求陵水
就业局在活动期间至少组织 2
次主要面向农村户籍的专场招
聘会；县商务局要发挥电商平台
作用，鼓励更多农村人才参与创
业；县房管局要在年底前研究出
台普惠式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
案等。

《方案》要求，各帮扶单位、帮
扶责任人要深入包点村农户家
中，为群众排忧解难，积极协调帮
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同时，各帮扶单位要结合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提高贫困群众的脱贫
热情。

据悉，配合此次行动，该县人
员编制在10人以上的帮扶单位，
抽调不少于在编干部30%参与进
村入户；人员在编在10人以下的
帮扶单位，抽掉不少于在编干部的
50%参与进村入户。

11月2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走所村民居改造升级工作正在进行，美丽村容初现。以前的走所村道路狭
窄、基础设施布局混乱。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政府引导村民整理土地，加宽村道、改造民居、建设广场和停车场，
下一步走所村将发展花海观赏业、农家乐、民宿等产业。 文/本报记者 苏庆明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陵水大里造型别致、漂亮的旅游厕所。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陵水走所村
美丽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