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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澄迈组织劳模
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金江1月4日电（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陈超）近日，由澄迈县委宣传部、澄迈县总工会
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听党话 牢记使命跟党走”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基层活动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
行。活动邀请多位劳模和道德模范到场宣讲。

据了解，参加此次宣讲活动的代表包括全国
劳动模范吴乾发、王文积，省劳动模范王国策、李
述发，以及日前被评为全省道德模范的赵长发
等。在这场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上，他们分别结
合自身经历，用各具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
展宣讲，让千余名听讲者入脑入心，进一步推动十
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澄迈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澄迈希望通过
举办十九大精神进基层系列活动，更好地引领广大
党员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充分发挥这批“模范生”的示范带头作用，不断推动
澄迈经济社会各项建设取得新进步、迈上新台阶。

央视春联征集
书写活动走进澄迈

本报金江 1月 4日电 （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王曼专）近日，由
中央电视台、中国楹联学会、中
华诗词学会、中国国家图书馆、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
办的“新时代新春联”中央电视
台 2018 春节春联征集书写活动
在澄迈县老城镇举行。

“指点江山，百年梦里添新
绿 ；歌 吟 时 代 ，万户门 前贴大
红”……活动现场，书法家们纷纷
在红宣纸上挥毫泼墨，书写春联，
浓浓的春意、真诚的祝福洋溢在
字里行间。

记者了解到，由央视网（中国
网络电视台）承办的每年一度的
春节春联征集书写活动已成功举
办4届。活动结束后，“学习宣传
十九大 书写时代新征程——走
进世界长寿之乡澄迈全国名家书
法作品邀请展”在老城镇海南大
鹏美术馆开幕。

据悉，此次书法邀请展共荟
集了80位书法名家近百幅作品，
将持续展出到1月11日。

澄迈与6家医院签订“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协议

4万多困难群众看病报销不再“多头跑”

澄迈邀请“候鸟”型人才填表“入库”

突出贡献者
最高奖励20万元

本报金江1月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吴
清文）今天，澄迈县委组织部发出邀请函，邀请全县
广大“候鸟”型人才填写登记表。据悉，澄迈将把相
关信息收集并录入“澄迈县‘候鸟’型人才信息库”，
并按照社会需求和个人志趣、专业特长，为“候鸟”型
人才干事创业搭建柔性引才平台和提供相关服务。

邀请函指出，澄迈柔性引进的“候鸟”型人才
在澄迈工作生活期间，凭聘任证书可免费或以优
惠价格租住人才公寓，并在指定医疗卫生机构享
受就医绿色通道服务。柔性受聘满2年，且评奖
当年仍在澄迈县开展柔性智力服务并作出重大贡
献者，可申报参评“澄迈县突出贡献人才奖”，按程
序审核确认后，将给予其10万元至20万元奖励。

对于在澄迈形成工作成果并获得国家或省部
级重大科技奖项的“候鸟”型人才，澄迈将给予国
家或省（部）同等额度的资金奖励；获得国内职务
发明专利授权的，澄迈将给予每件5000元奖励。
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及团队，且带省级以上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或项目来澄迈实
施转化的，可根据澄迈县关于科技计划项目和科
技发展专项经费的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一瓶瓶颗粒饱满的富硒白胡椒、
一捆捆芳香的胡椒根、一摞摞整齐叠
放的发货单……1月4日，在位于澄迈
县海南生态软件园的澄迈华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里，公司负责人陈大维在
仓库认真点货，通过电商平台从各地
纷至沓来的订单很快就会发货送达客
户的手里。

别看今年才23岁的陈大维岁数
不大，作为一名返乡创业青年，他已在
创业路上探索了6年。

2012年，18岁的陈大维读高三，
期间因为生病住院一个月。住院期
间，受当时“互联网+”创业热潮影响，
陈大维在淘宝网注册网店销售海南椰
子，没想到三个月的时间，网店卖出了
10万个椰子，挣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
桶金。之后，因为要备战高考，陈大维
暂停了网店的生意。

同年，陈大维考上了大学。他从
来自内地的大学宿舍室友那里了解

到：内地人在网上不好买到品质好的
海南胡椒；从澄迈种植胡椒的农民那
里他又了解到：品质上乘的富硒白胡
椒丰收了却苦于没有渠道卖不出好价
钱。“有货源，又有销售渠道，也有市
场，那时候我就看到了商机。”陈大维
回忆，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深
入农村和农户打交道，确定胡椒货源，
又到海口的一些电商公司打工，学习
网店运营经验，开始卖起了澄迈富硒
白胡椒。

因为澄迈当地出产的白胡椒富含
硒元素品质好，陈大维的网店很快就
吸引了一大批买家。在试运营阶段，
店里的销量很可观，陈大维满怀信心
地开始大批量囤货。可没想到因为储
存方法出了问题，富硒白胡椒很快都
发了霉，他一下子损失20万元。“那一
次重创让我血本无归，我都不想做下
去了，但是家人和朋友都鼓励我不要
放弃。”陈大维说，这一次的打击让他
深刻地反思并总结经验，重振旗鼓。

大学毕业后，陈大维被澄迈县对支

持返乡者优厚的创业政策吸引，回乡创
办了澄迈华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主要经营海南富硒白胡椒，也出售胡椒
根、椰子粉、澄迈福橙、桥头地瓜等特色
农产品。在2017年海南省冬交会上，陈
大维公司的富硒白胡椒在三天的时间里
就卖出了1000多瓶。

而今，在澄迈县一系列政策的扶
持下，陈大维的公司已经在多个电商
平台上拥有6个网店和多个代理商，年

销售额超过500万元。陈大维的电商
创业项目也先后获得了首届海南青年
农村电商大赛一等奖、澄迈十大网商
等6个奖项。目前，华维公司已经申请
注册胡椒商标“澄椒”“胡椒哥”。

“他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对于
陈大维的成功创业，陈大维的好友丁
贤亮评价道。今后，陈大维计划进一
步拓宽公司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竞争
力。 （本报金江1月4日电）

陈大维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海南特色农产品，年销售额达500万元

赞！这位90后小伙敢想敢干真不错

本报金江1月4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王家专）近日，为方便建
档立卡贫困户、特困人员以及低保
家庭等人员享受“一站式”即时结
算政策，澄迈县与海南省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海南省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

省安宁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海
口市人民医院等6家三级医院签订
相关协议，全面开展该县新农合、
大病保险、民政救助、健康扶贫兜
底救助等定点医疗机构“一站式”
结算服务。

目前，澄迈县人民医院、澄迈县

中医院已实行新农合报销、商业医
疗大病理赔、民政救助及健康扶贫
兜底救助等“一站式”结算。“一站
式”结算服务全面开展后，将大大简
化医疗救助程序，惠及澄迈 4万余
名困难群众。让困难群众在6家三
级医院就医时，可直接在就医处进

行“一站式”结算，看病报销不必再
“多头跑”。

据了解，2017年澄迈全县参合人
数363718人，参合率达97.54%。截
至目前，澄迈统筹基金到位的达
21477.63万元，2017年全县新农合基
金总支出19556.06万元。

澄迈县卫计委主任周序坚表
示，“一站式”即时结算工作的全面
开展，将进一步规范各环节操作程
序，使各项医疗费用报销补偿和医
疗救助连续、透明和规范化；将进一
步提升各环节信息化水平，减轻工
作人员负担。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李健

近日，澄迈县大丰镇才存社区才存村花开烂
漫、暖意融融，村中“红色家庭”党员代表王日江正
站在宣传栏前，为村里老少介绍禁毒知识。在才
存社区里，像王日江家一样挂牌的“红色家庭”共
有41户，他们均承担着带头学习和宣讲政策精
神、维护环境卫生等职责。

除了创建一批“红色家庭”，大丰镇还开展了
搭建一个“红色平台”、组建一批红色志愿服务队、
认领一片红色区域、点赞一批“红色先锋”等“十个
一”机制，使基层党建形式多元、更具活力。

以红色平台为例，除了实行积分制管理，使年
度积分评定结果与党员干部年终考核、社区干部
工作补贴挂钩，大丰还创新性地引入奖励机制。
党员在完成平台发布的各类学习和活动任务后，
大丰镇将依照标准，根据完成情况给予党员奖励
积分，以兑换物资等。

在开展红色志愿服务上，大丰镇发动143名
党员组成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他们分别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开展环境整治、禁毒宣传、定期巡逻
等义务活动，以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不断提升基
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服务能力。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丰镇利用区域内“候鸟”
型人才资源丰富这一优势，组织部分“候鸟”走进
乡村学校、戒毒所等地，用自身的文化教育、心理
辅导等技能帮助乡村学生、戒毒学员等，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在才存村村道两旁，不时可见一块块红色的
“认领牌”，上面清楚地标注了这一区域由哪些党
员认领、负责哪些工作等。“这是大丰镇将公共区
域交由党员自愿认领、自愿巡逻的新举措。”大丰
镇党委副书记张馨方介绍，通过党员带头干、干
给群众看，才存村的垃圾随意倾倒、车辆乱停乱
放、家禽家畜散养等情况明显改善，村容村貌大
为改观。

“大丰‘十个一’机制是澄迈继永发镇后坡村
启动党员‘巷长制’后，在发挥无职党员作用工作
上的又一探索。”澄迈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指
出，澄迈将继续完善“十个一”机制，重点拓展红色
平台奖励积分的兑换内容，“比如，党员在完成任
务后，可凭积分兑换志愿者给他们提供的敬老服
务，以及青年党员亟需的创业扶持资金等。”

该负责人表示，澄迈在推广“红色平台”这一
类积分制管理平台时，将组织党员干部和无职党
员“分场竞技”，解决目前奖励积分所占比例较
小，对于无职党员的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换句话
来说，澄迈将研究出调动无职党员积极性的新方
案，助力该县更好地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发挥红
色力量。 （本报金江1月4日电）

澄迈大丰镇创新建立“十个一”机制

“模范生”带头
基层党建更有活力

学员：点赞戒毒康复新模式

昨天上午，绿林环绕的仁兴新生
戒毒康复产业园内，几名学员正在前
坪上跑步，一旁的食堂里铁锅被烧得
火热，一位学员双手各执一把菜刀，飞
快地剁蒜、装盘，手法十分熟练。

这名学员名叫江林（化名），在来
到园区前曾是一名厨师，但涉毒令他
3次进入强制戒毒所，给家人带来了
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过去，
我们这类‘瘾君子’难找工作，在家的
时间一长，就容易接触旧‘朋友圈’，重
新沾上毒品。”江林笑着说，在这里，他
不仅能学习养殖技术、发挥一技之长，
还能挣得工资贴补家用，“每一天都过

得很充实。”
石前（化名）则更看重产业园提供

的活动场所。“过去，因为沾染毒品，我
时常感到身体虚弱无力，对做任何事
都提不起精神。”石前指着不远处正在
装配健身器材的场地说道：“除了这些
器材，园区还将为我们建设篮球场、排
球场，这一点我十分期待。”

园方：搭建步入社会缓冲区

仁兴新生戒毒康复产业园集戒
毒、康复、训练、劳动锻炼和心理矫正
为一体，首期项目占地37亩，二期占
地163亩的大棚瓜菜区也正在紧张地
筹备建设中。

“到这里戒毒，首先要学员自愿

参与。”仁兴新生戒毒康复产业园主
任李华全表示，园区不同于强制隔
离戒毒场所，它是与毒品隔绝但不
与社会隔离的特殊的“无毒社区”。

“对于戒毒康复人员，如何加强跟踪
监管、避免其复吸十分关键。”李华
全介绍，产业园的落成运营，就是在
为戒毒康复人员建起从戒毒所到步
入社会的缓冲区，以半强制的方式，
帮助他们在一年内边学习、边劳动、
边戒毒。

为做好缓冲区建设，园区正不断完
善体育娱乐设施，并不定期邀请禁毒专
家到园内开展专题辅导讲座，为学员进
行心理矫正。“我们还计划根据学员需
求，定制相关的技能培训课，并在他们
离开园区后安排对应岗位，帮助他们树

立起自食其力、禁毒反毒的意识，避免
走上复吸的老路。”李华全说。

澄迈：探索戒毒康复新模式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澄迈
全面落实禁毒30项整治措施，不断
创新工作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2017年，澄迈投入6900万元，建设
了可容纳800人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投入500多万元改建澄迈县监管区
门诊部，负责独立收治病残吸毒人
员。而仁兴新生戒毒康复产业园，则
是澄迈探索戒毒康复新模式的又一
尝试。

记者了解到，首批来到园区劳动
学习的31人，均为强制隔离戒毒期满

18个月，自愿报名并经综合评估考
核、体检合格的戒毒康复学员。此外，
园区还将继续吸纳澄迈籍自愿参与园
区劳动的，且已回归社会的社戒社康
人员。

澄迈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除了大棚瓜菜，澄迈还计划在园区
内建成2000亩特色农产品种植区，组
织戒毒康复学员利用生猪粪便产生的
沼气、沼液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让学员
们在这一远离毒品的环境中继续巩固
戒治效果，“在省委、省政府和澄迈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将坚定信心
和决心，严管理、勇创新、积经验，努力
实现产业园健康发展、戒毒成果提质
量的奋斗目标。”

（本报金江1月4日电）

澄迈启用仁兴新生戒毒康复产业园
以半强制的方式，可容纳50名学员边学习劳动边享分红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白天按时劳动，统一吃
住、参与心理辅导，每人每
月可领2400元工资，还能
定期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这套类似企业的管理办法，
是日前启用的澄迈县仁兴新
生戒毒康复产业园帮助戒毒
康复人员戒断毒品、回归社
会的创新工作方法。

记者了解到，澄迈已投
入600万元资金，在该园区
内建成一座生猪年出栏量1
万头、产值达2000万元的
养猪场，可容纳50名戒毒
康复学员劳动并给予其工
资、分红。下一步，澄迈还
将投入1900万元，把该园
区打造成可容纳200人，种
有瓜菜、福橙、蜜柚、油茶的
循环高效产业园。

一
月
三
日
，学
员
在
澄
迈
县
仁
兴
新
生
戒
毒
康
复
产
业
园
养
猪
场
劳
动
。
通
讯
员

王
家
专

摄

一
月
四
日
，陈
大
维
在
澄
迈
华
维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仓
库
里
点
货
。

本
报
记
者
刘
梦
晓
摄

2017年澄迈全县参合人数363718人,参合率达签订协议的6家医院分别为

海南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海南省安宁医院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

澄迈统筹基金到位的达21477.63万元，2017年全县新农合基金总支出 19556.06万元

其中，住院补偿 15918.61万元，占81.40%

门诊统筹补偿3056.10万元，占 15.63%

正常分娩90.05万元，占0.46%

慢性病门诊补偿491.30万元，占2.51%。当年度统筹基金使用率94.46%

97.54%
截至目前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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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