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沉香牌 打长寿牌

■■■■■ ■■■■■ ■■■■■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傅人意 美编：孙发强A05 澄迈新发展

澄迈动态

创业故事

瑞溪开展“党建+冬修水利”
主题党日活动
共清理灌溉排水渠1500米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曾翔）日前，澄迈县瑞溪镇开展“党建+冬修水
利”主题党日活动。在活动现场，该镇罗浮、三
多、山尾、北洋四个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和部分群
众撸起袖子加油干，清理各类污泥、杂草46车
（次），清理灌溉排水渠1500米，受益农田超过
1200亩。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瑞溪镇转变学习方式，
把主题党日活动移到田间地头，变会议学习为田
间劳作的新尝试。这一做法也让各支部组织生
活更“接地气”、出实效，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
生活中经受锻炼，起到强党性、明责任、提素质
的作用。

澄迈卫计委
用制度管事管人
已制定修改相关制度21项

本报金江 1 月 11 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陆家良）近日，根据澄迈县委巡察反馈意
见，澄迈县卫计委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治根本、
管长远的制度体系。目前，其已制定、修改相
关制度21项，正在制定制度3项，此举进一步
加强了该县卫计系统在关键环节的风险防控
措施，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真正做到用制度
管事管人。

记者了解到，这21项进行了制定、修改的
制度涉及“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
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基
层党组织建设、改进干部作风、行业监管等方面
工作。为使新制定、修改的制度在党员领导干
部和医务工作者身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
这一群体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澄迈县卫计委
还组织全县卫计系统在职党员干部、执业医生
共574人开展了相关知识测试。测试及格率达
99.5%。

据悉，自 2017 年 7月开展巡察以来，澄迈
县卫计系统已有26名人员受到处分，对该县卫
计系统党员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起到了有效的震
慑作用。

澄迈边防查获
逾百只违规入岛活体山羊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夏勇 练开平）日前，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澄迈边
防支队通过坚持海陆联动巡查机制，强化沿海一
线管控工作，成功查获103只违规运输入岛的活
体山羊。

据悉，1月7日凌晨4时许，该支队马村边防
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线索称，在澄迈县老城镇马
村渡口附近，有人运输活体牲畜上岸。根据掌握
的情况，该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事发地点，到达现
场后，民警成功拦截住3辆装载活体牲畜的货
车。经民警当场清点，共在车厢内查获活体山羊
103只。

经初步调查，该批活体山羊系从广东湛江一
带违规运输入岛。由于货车司机无法提供该批
山羊的合法来源证明，目前，涉案的103只活体
体羊已全部移交澄迈县畜牧医药局处理。

“美丽家园·幸福澄迈”主题征集
活动结束

16名参赛者获奖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任富杰）记者今天从共青团澄迈县委了解到，“美
丽家园·幸福澄迈”主题征集活动已于近日结束，
经过2个月的筛选、评比，共评出陈能等16名获
奖参赛者，最高奖励1000元。

记者了解到，为宣传澄迈人民身边变化，
体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共青团澄迈县委
于 2017 年 11 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美丽家
园·幸福澄迈”主题征集活动，向广大参赛者征
集关于家乡变化，以及“身边人的笑脸”主题照
片或视频。

桥头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对3家单位现场督办整改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 （记者陈卓斌）为进
一步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工
作，日前，澄迈县桥头镇联合澄迈县消防大队开
展消防安全大检查行动，对全镇教育、医疗、餐
饮、烟花爆竹等行业15家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
进行深入排查。检查共发现问题和火灾隐患8
处，对3家单位进行现场督办整改，责令限期整
改5家。

检查中，该行动检查组对各个场所的安全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及消防设施管理
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并随机向从业人员抽问
相关安全知识。检查组发现，部分单位存在堵塞
疏散通道、室内消火栓被遮挡，消防设施不完善等
安全隐患，随即对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
要求其尽快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完善，并强调消
防安全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相关单位对
此决不能有丝毫疏忽和懈怠。

依托农业现代产业园，成立5家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澄迈扶贫攥紧“大拳头”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细雨霏霏，寒意正浓。昨天上
午，位于澄迈县金江镇万昌村的澄迈
万昌苦丁茶场已是一片翠绿。在满
眼新绿间，几名茶农在修剪枝杈、检
查叶片……好一派繁忙景象。

“我和父亲、母亲、丈夫都在这座
茶场工作，遇上高产期时，一家人的
月收入超过7000元，基本生活有保
障。”在茶场包装区，万昌村村民陈小

娜双手翻飞，不一会儿便给成品苦丁
茶穿上了色彩斑斓的“外衣”。她告
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自己一家6
口仅靠种植少量甘蔗为生，家境十
分困窘，“茶场给我们提供了勤劳致
富的机会，我的孩子再也不用跟着
吃苦了！”

据了解，澄迈万昌苦丁茶场于
1994年成立，现已建成集优良茶种
选育推广，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茶
园观光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农

业示范园。园区总面积2000多亩，
年产值达5000多万元，产品远销全
国各地并出口欧美、日本、韩国等。

1月6日，澄迈成立5家产业扶
贫示范基地，澄迈万昌苦丁茶场凭
借自身作为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多项
优势，成为澄迈县苦丁茶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此外，澄迈县桥头地瓜
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山茶油产业扶
贫示范基地、无核荔枝产业扶贫示范
基地、渔业加工产业扶贫示范基地也

位列其中。
记者了解到，2017年，澄迈充分

结合该县农业优势产业项目，投入产
业扶贫资金6191.6万元，与龙头企
业、致富带头人合作，采取“公司/合
作社+产业项目+扶贫资金+贫困户”
的模式，将扶贫资金优先安排用于产
业合作化组织化发展。而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
挥“大拳头”作用，以点带面攻克脱贫
难题。

“澄迈农产品种类丰富、品牌突
出，具有高质高效等特点，十分适合
用于发展扶贫产业。”澄迈县副县长
徐伟松表示，今年成立5家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就是想解决农民增收这一
核心问题。“澄迈县政府将加强对各
个基地的跟踪服务和扶贫指导工作，
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产业链进一步
延伸拓宽，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助百姓脱贫。”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

日前，澄迈县万昌苦丁茶场工人正在包装车间包装苦丁茶产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日前，澄迈县金江镇黄竹村，正在修建的九仙湖休闲农庄月底迎宾。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日前，澄迈县加乐镇效古村跃龙门农家乐老板蔡振（右）与厨师讨论创
新煲类菜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澄迈启动岁末年初
“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黄菲）春节将至，“候
鸟”、游客纷纷赶来寿乡过冬。记者
从澄迈近日召开的专题部署会上获
悉，为进一步增强全县群众和来访
游客的获得感，澄迈已启动“菜篮
子”岁末年初保供稳价工作，包括加
强常年蔬菜基地建设，提高瓜菜产
品保供能力，不断完善农村现代商
品流通网络，提高蔬菜市场的应急
供应保障等。

2017年，澄迈着力推进“菜篮子”
保供稳价工作，截至去年12月底，该
县常年蔬菜基地保有面积为8575.46
亩，实际种菜面积达8336.56亩，种植
率达97.2%，其中叶类蔬菜种植面积
占常年蔬菜基地面积70%以上，自给
率达100%。此外，澄迈县还根据本
地市场需求，在保证叶类蔬菜出产量
的同时，适度种植瓜类、茄果类和根类
蔬菜，不断丰富本地居民的“菜篮子”。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1月 9日，澄迈县金江镇黄竹
村下起了小雨，李世明和工友们草
草擦了把汗，便躬下身子把水泥柱
埋入土里。“这些水泥柱主要用来
制作湖岸长达100米的护坡，预计
13日前，我们可将护坡混凝土浇筑
完。”李世明直言，自己和工友们都
在加紧赶工，因为到本月22日，黄
竹村所建的这座九仙湖休闲农庄
就将对外营业了。

农庄的名称，源自黄竹村老人
们口口相传的一个神话故事：传说
该村祖先在此定居时，曾有一眼喷
泉自地底冒出，喷泉水量大湍急，
几乎要淹没整个村庄。危急关头，
村民们请来9位神仙施展神通，这
才封住泉眼，让村民世代在此安居
乐业。此次开发的农庄依水而建，
仅湖泊垂钓区初期规划便占地40
亩，故村里便给农庄命名“九仙湖
休闲农庄”。

“这座农庄承载着村里人的发
展希望，我们一刻也不敢怠慢。”黄
竹村党支部书记王正日告诉记者，
过去，黄竹村村民大多以种植瓜菜
为生，村内几口鱼塘因效益不好常
年撂荒，“我们意识到，村内既然有
美名远扬的黄竹长寿老爸茶园，又

毗邻海榆西线，交通便利，为何不
进一步挖掘长寿文化的品牌价值，
发展乡村旅游呢？”

“于是，我们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决定成立公司，打造一座集农
家乐、民宿、观光、垂钓于一体的乡
村休闲旅游农庄，让客人们在参观
完老爸茶园后，还能有吃、有住、有
玩。”王正日说，这一大胆做法曾引
来不少村民质疑，起初出资者并不
多。对此，王正日和村“两委”干部
带头出资，并每家每户上门劝说，
打消村民顾虑。

“我们将出资门槛降低至每
户最低 2000 元，并告诉大家，我
们是在做建设村庄、惠及子孙后
代的事情。”黄竹村村民、澄迈九
仙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泰智介绍，最终，全村720户村民
有一半都出资入股，成了公司的
股东，这一项目也通过“农民＋公
司自筹”的模式，筹得初期建设资
金800万元。

目前，九仙湖休闲农庄建设已
初具雏形，共有大舞台1座、湖边小
亭 6间、观景长廊 2条共计 99米
等。“下一步，我们会从山上引水入
湖，保证九仙湖内常年有流动活
水，再加上完善假山、民宿等硬件
设施，配合挖掘打造村里的长寿品
牌文化，我相信能吸引许多游客进
村观光旅游。”王泰智表示。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摇一支橹，哼一首歌，蔡振驾着
小舟沿九龙溪逆流而上，只为近距
离看看溪水在石缝间穿梭、溅起水
花无数的模样。“这水流让我想起自
己，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要坚持向
梦的方向前行。”他说。

“80后”青年蔡振在澄迈县加
乐镇效古村土生土长，在外经历一
次惨痛的失败创业后，决心回乡“逆
着水流再试一试”。昨天上午，记者
在效古村见到他时，蔡振身后曾经
的荒土坡已经种上了3000多棵沉
香树，透过修缮一新的小亭，可以看
到九龙溪与南渡江在此交汇，融为
一体向远方奔流。

“这座跃龙门生态休闲农家乐，是
我第二次创业的成果。”蔡振笑着说，
自己2009年中专毕业后，在海口市桂
林洋地区一家罗非鱼育苗场工作，月
薪最高时有8000多元。“虽然收入不
错，但我还是想自己干一番事业。”蔡
振表示，在2012年学完技术后，他便
辞职到澄迈县金江镇创业育苗。

但到了2013年5月，行情走低
的罗非鱼苗市场狠狠地给了蔡振一
次打击：不到一年时间，他的积蓄亏
损殆尽，还欠下了不少债务。“2014
年回家过年时，听见大家都在谈工

作、论成就，我只好默默回到房间，
几次都忍不住落泪。”蔡振回忆道。

2014年下半年，时逢澄迈县林
业局为林农们免费提供沉香种苗，并
通过发放每亩900元种植补贴，帮助
林农们解决了沉香林前3年的种植、
养护成本高的难题。蔡振一方面借
助加乐镇开发效古村沉香品牌、免费
发苗的契机，把家中撂荒的土地种上
沉香树；另一方面，受定安创业青年
胡诗泽影响，蔡振决定结合品牌文
化，开一家沉香特色农家乐。

说做就做。蔡振一点点铲杂
草、搬石头、清理河道，第一天就清
理了一拖拉机的杂物。随后，他借
鉴各地乡村旅游的开发经验，在农
家乐里种上观赏林，里面的小方亭
也取了名字并悬挂着木牌，名字是
用毛笔写的，显得古色古香。“在突
出沉香特色上，我则开发了别具一
格的沉香茶、沉香鸡、沉香鸭，很受
游客喜爱。”

“现在，农家乐运营已经有两年
多了，游客也越来越多。前前后后
我一共挣了近40万元，但也已经全
部投入到开发中。”说到此，蔡振还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道：“别看现在
这里还有些简陋，但我相信，再过两
年，我一定能把沉香品牌更好地融
入乡村旅游，让我们效古村景色美、
游人乐、品牌响，乡亲们的腰包也都
跟着鼓起来。”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

乡村新貌

脱贫攻坚进行时

澄迈金江镇黄竹村成立旅游开发公司

九仙湖农庄月底迎宾
澄迈加乐镇效古村青年蔡振回村开沉香特色农家乐

草根创客闻“香”识路

澄迈农业部门
解决白菜滞销难题
首日签约意向单达1.5万公斤

本报金江1月11日电（记者陈卓
斌）针对媒体报道的澄迈县白菜滞销
难题，澄迈县农业局今天上午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帮扶菜农销售滞销农产
品，稳定菜农收入等问题。今天下午，
澄迈县在金江组织举办“菜篮子”扶贫
促销暨认购签约仪式。记者了解到，
在首日达成的签约意向合同中，总订
单量已达1.5万公斤。

近年来，澄迈县不断加大力度推
进对农产品监管和种植技术指导，使
当地白菜产量高、种植面积广。加上
去年冬天、今年以来天气较好，十分适
合白菜的生长，澄迈菜农种植的白菜
获得丰收。但由于受到内陆地区农产
品涌入本岛，集中上市销售这一现象
影响，本地白菜的销售市场和收购价
格受到了不小冲击，造成了菜农所产
白菜短期内难以销售，或低价贱卖的
情况。

根据白菜的采收期短，成熟期
的白菜如不及时采收，将很快烂在
地里的这一特性，澄迈立即行动，
于今天下午在澄迈县金江镇南亚
广场，组织澄迈县瓜菜产销协会和
澄迈县升升超市、骏群超市、洪都
超市、家家旺超市、百佳汇超市等6
大超市举行“菜篮子”扶贫促销暨
认购签约仪式，以实际行动解民
忧、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