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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节前接受
廉政教育

本报椰林1月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谭馨馨）1月2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

“镜鉴——陵水县党员干部违法违纪典型案例展”
活动，让全县党员干部在春节前接受一次廉政警
示教育，教育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典型
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案例展分为“严肃查处基层微腐败”“遏制‘一
把手’权力的滥用”“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工程领
域的腐败问题 应引起足够重视”“警惕失职、渎职
问题多发”“严守廉洁自律规定”6个部分，收集了
陵水近年来所查处的机关党员干部和农村基层党
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分批次进行典型案例
展示，以案说纪，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活动期
间，陵水纪委还向全体党员干部印发了《镜鉴—陵
水县党员干部警示教育读本》。

据了解，从2017年12月下旬至2018年1月
下旬，陵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党员领导干部警示
教育活动。陵水纪委以编印发放警示教育读本、
利用忏悔录开展警示教育及举办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展等多种形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
该县党员干部“双节”期间廉洁自律意识，不断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两起扶贫领域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被通报

本报椰林1月4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谭馨馨）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获悉，陵水日
前通报两起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两起
问题的当事人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并上缴违纪所得。

据介绍，这两起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如下：

陵水隆广镇丹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道英利用职务便利骗取扶贫资金及物资，不正
确履行工作职责的问题。2014年6月至2017年
6月，黄道英在担任隆广镇丹录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配偶骗取
扶贫资金及物资价值共计19336元；不按要求召
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上报的贫困户名单进行民主评
议，致使丹录村原党支部副书记陈武一家骗取扶
贫资金11600元。2017年12月，黄道英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违纪所得已上缴。

陵水隆广镇丹录村委会副主任陈武弄虚作假
骗取国家扶贫资金的问题。2014年7月，时任丹
录村党支部副书记陈武为掩盖其家庭收入不符合
申报贫困户标准的事实，以其配偶陈某玉名字进
行公示，骗取国家扶贫资金，违规领取扶贫补助款
共计11600元。在组织调查期间不如实向组织
坦白。2017年12月，陈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违纪所得已上缴。

《中国共产党陵水历史》
首发

本报椰林1月4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符宗瀚）近日，《中国共产党陵水历史（第一卷）》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举行首发仪式。

《中国共产党陵水历史（第一卷）》是按照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
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统一部署和要求，由陵水史志
办公室历时三年多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
地方党史正本。

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
文献，共分为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4个部分，生动再现了1921年至1950
年中国共产党陵水地方组织的建立、发展到陵水
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

陵水党史部门负责人表示，该书的出版填补
了中共陵水地方组织自身历史教科书的空白，能
让更多人深入了解陵水革命历史，铭记先烈功绩。

陵水为19所山区小学
送体育装备

本报椰林1月4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日前，共青团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员会联合
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会积极筹措24万元购置
体育装备，为陵水19所边远山区小学及部分贫困
家庭孩子送去冬日的温暖。

据介绍，本次共为陵水思源实验学校、三才王伟
希望小学、本号福和希望小学、隆广丹录希望小学、
本号民侨小学、祖关小学等19所边远乡村贫困学校
捐赠19套训练器材、足球190个以及足球服、冬训
训练套装、足球鞋、运动鞋、袜子等物资各466套。

“有了这些正规的体育器材和服装，今后我校的
足球训练将更加规范化。”陵水思源实验学校副校长
郝厚先说。

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符文生说，近年来，
陵水县委、县政府积极支持开展青少年足球运动，
共青团陵水县委多次为乡村的孩子送去关爱，助
推脱贫攻坚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椰林1月4日电 （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符宗瀚）日均接待游客
100多人次、直接带动119人就业、
村庄环境得到优化……这是过去一
年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建设
美丽乡村、打造坡村红色主题公园发
展乡村游产业的收获。近日，坡村召
开了全域旅游示范点建设工作总结
大会，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并
部署下一步发展举措。

大会当天，年过六旬的村民郑
有深正与其他村民一起为游客演奏

传统八音。他告诉记者，村里发展
旅游，他们家多了一份收入。发展
乡村游，坡村实行“党支部+公司+
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由坡村村委
会控股的股份制公司，对坡村红色
主题公园进行统筹管理和运营。有
文艺基础的85名村民作为民族舞
蹈演员及八音演奏队员，为游客提
供特色表演，每人每月能领1000余
元工资。

包括这 85名村民及以开办民
宿、经营小卖部等形式参与景区运

营的村民，坡村旅游直接带动119
名村民就业和带动75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通过打造红色文化乡村游
特色精品项目及旅游路线，并结合

“三月三”等节庆活动推介坡村旅游
资源，截至目前，坡村共接待游客4
万余人次。

2017年，坡村获“中国美丽乡村
之特色民俗村”“海南省四椰级乡村
旅游点”“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
称号，逐渐成为了陵水旅游一张新
名片。“从最初的基础设施不完善，

到现在基础设施齐全、旅游功能日
趋完善；从建设初期群众的不理解
不配合，到现在的积极主动响应；从
坡村村委会所属的坡村自然村到现
在 11 个自然村，建设范围全面扩
大，项目内容逐渐丰富。”总结大会
上，坡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国
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规划建设局局
长周聪说。

据介绍，目前坡村全域旅游示范
点二期工程已基本完成了长征客栈
改造工程、廉政文化公园、坡村改污

改厕工程等9个项目建设；沿渠道路
工程、同仁学堂工程等5个项目正在
建设中。下一步将要启动的项目包
括精品民宿工程、CS实景战场工程、
游客中心工程等。

陵水县长杨文平说，陵水将加大
坡村全域旅游示范点二期建设工作
推进力度，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加强
运营管理与宣传推广，提高接待服务
水平，切实将坡村打造成为集观光体
验、研学培训为一体的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

发展乡村游一年以来，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带动119人就业

坡村：美丽乡村升级“旅游乡村”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他的工作，对陵水‘依法治县’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多亏了他
的帮助，我得以脱贫。”近日，陵水黎
族自治县一位“博士副县长”挂职结
束返京。陵水县委领导、政法委领导
对他给予了较高评价，许多接触过他
的群众对他的工作也表示认可。

他就是“80 后”博士贾俊强。
2016年12月，作为中组部、团中央
第17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贾俊强从
北京来到陵水。挂职期间，他担任
陵水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司法
工作。

他刚到岗时发现，2016年，陵水
司法局在陵水13个行政执法机关党
风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测评中，位列
倒数第二。

贾俊强“纳闷”：经常跟老百姓打

交道的工作，怎么老百姓的满意度这
么低？他迅速组织司法局班子及基
层司法所相关人员进行深刻反思。
后来，贾俊强了解到，百姓满意度
低，根源出现在司法队伍建设上。
为此，他将队伍建设作为2017年司
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和首要课
题，通过队伍建设促动各项司法行
政工作发展。

去年，英州镇专职人民调解员曾
遇到了一件农民工讨薪案，经多次调
解，仍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调解员的
工作一度难以开展。贾俊强要求调
解员再耐心一些，尽可能多地为农民
工争取合法权益。后来，调解员连续
3天加班加点，多次找包工头做思想
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为农
民工讨回5万多元工钱。

陵水司法局局长李善伟说，贾俊
强经常告诫他们，“司法局多辛苦一
点，老百姓就多获得一点，要争取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挂职期间，贾俊强
经常到基层单位和司法工作人员谈

心，为他们鼓劲、出主意。2017年，
陵水司法局共成功调处农民工工资
纠纷案件73件，帮农民工要回工资
658.42万元。日前出炉的2017年第
三季度陵水党风政风行风群众满意
度测评中，司法局名列行政执法机关
第二。在 2017 年底“全国法制县
（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评选中，
陵水被确定为海南省三个候选单位
之一上报全国普治办。

扶贫也是贾俊强挂职期间一项
重点工作，他选择到陵水扶贫任务最
重的本号镇开展扶贫工作。

挂职到岗后，结合司法与扶贫工
作，贾俊强抓紧一切时间跑乡镇、进
农家，与群众、村干部和分管部门负
责人聊家常、谈现状、议发展。仅用
了两个月时间，他就走遍了全县11
个乡镇和2个农场。“他常常不告知
镇委、镇政府，直接到贫困户家里了
解情况。”谈及对贾俊强的印象，本号
镇委书记马科科说。

“急了，他也‘骂人’。”马科科回

忆，有一回贾俊强因发现本号镇一个
芋头生产基地“杂草比芋苗长得还
旺”而发火，要求马上整改。

而对贫困户，贾俊强经常面对
面向他们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给
他们出主意。“他常常来我们家，看
我们有什么困难。”本号村贫困户何
亚下回忆，2017年初，她曾向贾俊
强提出想养猪的想法。没过多久，4
头母猪就送到了她的家中。更让她
难忘的是，在得知她患有甲亢常年
服药后，贾俊强蹲在院子里一盒盒
查看其服用的药品，研究哪些药品
能报销，并现场联系为何亚下安排
参加义诊。

一年来，贾俊强在司法、扶贫、交
通等领域深入基层、积极作为，为陵
水法制建设带来不少改变。挂职结
束后，贾俊强动情地说，这是自己人
生中一份宝贵的工作经验，“一年陵
水行，一生陵水情，我会继续关心、关
注陵水的发展。”

（本报椰林1月4日电）

挂职担任副县长期间，他扶贫足迹遍布所有乡镇，努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贾俊强：尽可能多为群众做些事

经过近7个月的打造，花卉种植规模更大、景区游玩项目更多

南湾花镇150万株三角梅等您来赏

最美陵水人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近日，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镇曲港的南湾花镇旅游景区，近150
万株、共90多个品种的三角梅竞相
绽放，吸引不少游客踏园寻花。

经过了约7个月的闭园打造，1
月1日，南湾花镇再次以三角梅花海
和彩灯灯海为主打项目开园迎客。
相比去年，今年南湾花镇三角梅种植
规模更大、数量更多，景区还增加了
美食展销和文艺表演项目。

“白天看花，晚上赏灯”是南湾花
镇的旅游卖点。在这个规划占地面
积达5000亩的旅游景区，白天，可赏
颜色各异、风情独特的三角梅；夜晚，
上百组惟妙惟肖的四川自贡彩灯，加
上绚丽夺目的烟火，让游客置身于一
片灿烂的灯火海洋。

南湾花镇景区副总经理于树民
介绍，在闭园的7个多月里，他们依
据“多规合一”的相关要求，对园区进
行了整体规划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除花海和灯会，园区还规划了休闲农

业体验区、民俗文化展示区、科研基
地等区域。

如何深挖三角梅的价值，是南湾
花镇闭园期间考虑的主要问题之
一。为此，该景区从全国招募了研究
三角梅的专家学者，组建了陵水三角
梅研究所。目前，该研究所约有30
名研究员，其中包含栽植培育专职技
术员、嫁接技术员、研究三角梅下游
产品专家等。

目前公布的61家 2017年海南
“共享农庄”创建试点名单中，南湾花

镇榜上有名。于树民认为，南湾花镇
之所以能够入选这一名单，一是由于
景区主题鲜明，能够围绕三角梅发展
起上下游产业；二是附近村民以土地
出租、打工就业等形式参与进来，景
区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三是园
区规模大，具有规模效应。

“以三角梅为载体，发展三角梅
旅游业，同时深入挖掘三角梅的内
涵价值，形成企业牵头、政府扶持、
农民参与、产业支撑的休闲农业共
享农庄是南湾花镇的发展理念。”于

树民说，这就是让农民有活干、有钱
赚，游客有景看、有得玩。目前该景
区共聘用260名工人做绿化管理、
苗木栽培等工作。其中，当地农民
160名，他们每月工资为2800元至
4000元不等。

南湾花镇毗邻南湾猴岛和清水
湾，于树民说，打造成为清水湾的后
花园，是南湾花镇的定位之一，南湾
花镇能为清水湾景区和南湾猴岛的
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本报椰林1月4日电）

南湾花镇美丽迎新春。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贾俊强。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