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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澄迈拍微视频
发挥“模范生”作用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吴清光）近期，澄迈开展“我学十九大报告”微视频
采访活动。即组织澄迈全县各党（工）委推举党员
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自身对十九大报告
的理解并拍摄成微视频进行发布，让更多的党员
和群众愿意看、喜欢听，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基
层落地生根。

据悉，每名党员视频采访时间约2分钟至3分
钟，党员们需要结合个人工作实际，谈对十九大报
告的学习感悟，以及今后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要充分展现单位学习成果，对其他党员和
群众起到积极的教育引导作用。微视频拍完后，澄
迈将结合“空中党校”等阵地，进行多元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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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通报纪律审查情况

去年共立案133件137人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皮

华）近日，澄迈县纪检监察机关通报2017年纪律审
查情况，指出2017年澄迈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
信访举报230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58件，谈话函
询25件（次），立案133件137人，党政纪处分130
人，其中党纪处分123人；处分乡科级干部20人，一
般干部11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99人。

此外，2017年澄迈全县纪检监察机关深化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534人次。其中，第
一种形态393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
74%；第二种形态81人次，占15%；第三种形态
49人次，占9%；第四种形态11人次，占2%。

查

澄迈与海南广电集团
启动战略合作
将打造现代化文化创意产业园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李健）澄迈县政府与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广电集团”）昨天在老城
镇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
将充分发挥优势，以实施产城融合发展为结合点，
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以打响澄迈文化
品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海南广电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集团将
充分发挥喉舌阵地、政策资源、资金技术等优势，
在广电节目制作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产业
链，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打造一个占地约500
亩，集综艺制作、影视拍摄、商务办公、旅游会展等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据悉，2018年，海南广电集团拟将旗下部分
优质资产公司注册地分批迁至澄迈，此前，海南广
电文化节目制作基地已落户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该基地配套的63亩“广电花园”将于今年6月
全部完工。

建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国辉）今天下午，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候鸟”
老人邵满来到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公
楼，将一面印有“他乡遇难事，交警情意深”字样的
锦旗交到了女辅警周上的手中(见上图，通讯员
王国辉 摄)。

原来，1月16日晚7点，邵满在位于澄迈县金
江镇文化北路的百佳汇超市对面停车时，因疏忽
大意，在打开自家车辆后备箱时，不小心把车钥匙
放入后备箱内并关上箱门。该车自动上锁后，邵
满这才发现自己的车门已无法打开，车内的老伴、
孙女也因此被困车内。

情急之下，邵满看到道路旁竖立着一块澄
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示牌，便跑到澄迈
交警大队办公楼找民警帮忙。女辅警周上在了
解完事情原委后，便辗转要来一家汽修厂师傅
电话并迅速与其联系。随后，汽修厂工作人员
火速赶往事发地点开锁，最终邵满被困车中的
老伴和孙女成功获救。邵满一家激动不已，制
作锦旗以表谢意。

婆孙被困车内
热心辅警帮忙
“候鸟”老人赠锦旗致谢

暖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吴清文）近日，在澄迈县
瑞溪镇村内村，返乡大学生蔡於旭养
殖的首批40余头成品牛销售一空，
这让他很高兴，“上月我刚为瑞溪镇
72户贫困户发放了近22万元分红，
这些牛卖得火，就意味着乡亲们就
业、分红都有了保障，我自己也更有
干劲了！”

蔡於旭告诉记者，自己的小黄牛

大部分时间放在林中散养，由于每日
吃野草、饮山泉，很受追求健康、绿色
食品的消费者喜爱。“我已经于去年
10月份申请了澄迈慧牛商标，今年上
半年，我计划在金江镇开设牛肉直营
店，利用品牌的力量带动产品增值，
为加入我们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贫困户赢得更多利益、提供
更多岗位。”

记者了解到，蔡於旭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曾创办年产值超千万元的
教育文化企业，其所负责的小黄牛返
乡大学生扶贫创业基地以政府投入

为主，合作社管理为辅，贫困户则以
种牛为资本加入合作社的方式参与
运营分红。经过2017年一整年的经
营，合作社结出了“硕果”，贫困户每
户每年最高可获得3000元分红。

蔡於旭并非个例。记者从澄迈
县委组织部了解到，截至2017年底，
澄迈县新增大学生创业者160余名，
带动形成就业1100余人，其中贫困户
近50户。新增创业者主要集中在农
林牧渔、餐饮销售、服务行业。其中，
电子商务和培训业增速较快，主要涵
盖农产品网络销售等，上规模、效益

较好的30余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澄迈

返乡大学生已超过2800人。澄迈形
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日渐浓厚的
氛围，与澄迈近年来在帮助大学生创
业产业选择和解决资金困难两方面
精准发力分不开。

在产业选择上，澄迈建议大学生
从门槛较低，且技术较为成熟、品牌
宣传给力的农业入手，围绕具有澄迈
优势特色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做文
章。“因为返乡大学生相比父辈，对新
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更强，借助

‘澄迈县创业孵化基地’‘澄迈县青年
创业协会’等平台，青年创业者可以
相互交流学习、分享经验。”澄迈县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资金难
题，该负责人透露，返乡大学生通过
无偿资助或资金奖励，使创业项目发
展达到一定规模时，可由“澄迈县鼓
励和扶持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
领导小组”协调澄迈县科技、农业发
展资金，进行对口支持和协调商业金
融机构进行贴息贷款，以鼓励创业项
目做大做强。

澄迈去年多了160余名大学生创业
带动就业1100余人，其中贫困户近50户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娇艳的红花绕着一池碧水，雪
白的鹅卵石铺盖两旁，从高空中向
下看，澄迈县金江镇宋岭村的这座
小花园呈现出一颗“爱心”形状。而
来自全村的生活污水，都在这颗“爱
心”底下缓缓流淌，经过厌氧水解酸
化等一道道工序净化后，再排入不
远处的鱼塘。

“别看这里美景如画，而在3年
前，我们村可是另一番模样。”昨天上
午，村民王英章拿出手机，用一张张老

照片向记者展示当时的村容村貌：当
时的宋岭村有不少老旧危房，村子的
路泥泞不堪、杂草丛生，村民还在房前
屋后建猪栏、搞养殖。

“当时，村里不少年轻人都在广
东惠州、东莞等地做珠宝加工生意，
每次回来看到村内环境，是既担心又
无奈。”王英章说，村子的“蝶变”，源
于2015年的一次村民集体大会。在
大会上，王英章的话令不少村民为之
动容，“大家都忙着出外务工，忽视了
咱们村的土地资源，这才是我们搞发
展最好的‘家底’。我们必须要转变

观念！”
这次大会令村民们醍醐灌顶，也

让移风易俗的意识生根发芽。随后
几个月，配合美丽乡村建设，村民们
纷纷清洁村庄、拆房让路，澄迈县政
府也先后整合了扶贫、水务、交通等
10来个部门共400余万元资金，为
宋岭村建设完善了交通、水利等一批
批基础设施。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宋岭村变
得漂亮起来，也找回了“精气神”：杂
草遍布的荒坡变成了竹林密布的小
公园，乱石堆砌的地方建起了球场、

戏台，连原本废弃的鱼塘，也成了不
少外来游客垂钓、散步的好去处。“规
划到哪，我们就建设到哪，没有任何
一个村民伸手拿过一分补偿款。”王
英章骄傲地说。

记者了解到，早年间，宋岭村是
远近闻明的“铁匠村”，在这一手艺逐
渐与时代脱节后，宋岭村人大多背井
离乡外出打工，使村子逐渐向“空心
村”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建起了占
地2000平方米、有100多台现代化
机器的珠宝玉石加工厂房，村口还竖
起了‘海南珠宝第一村’的牌子。”王

英章说，借助红火的珠宝加工生意，
村里人不仅脱了贫，也刹住了乱丢垃
圾、乱搭乱建的旧风气，“村子里里外
外都有了新气象！”

下一步，宋岭村还计划与大型企
业合作，利用村里山水秀美、草木丰
茂的好“家底”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
游客走进宋岭，体验这座“珠宝村”的
独特韵味。“更重要的是，让原本都赶
着往外跑的家乡人，纷纷回到村里就
业创业，我们携手，共同让村子美起
来、富起来！”王英章说。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

金江镇宋岭村齐心移风易俗，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珠宝加工业

珠宝村管好“家底”做大“家业”

1月16日，俯瞰美景如画的澄迈县金江镇宋岭村。宋岭村所建的污水处理池净化了村庄环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陈卓斌
特约记者 陈超

“政府给我们安排工作，为我们
兜底保障，让我们这些过去的贫困
户如今脱了贫，心里暖暖的！”昨天，
记者在澄迈县金江镇高山朗村见到
了村民徐文德，对他而言，2017年是
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他吃上了村
子里的“红色旅游饭”，获得了产业
扶贫的分红，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2016年，高山朗村共有贫困户
45户，被列为贫困村。通过政府鼓
励外出打工，已有26户脱贫。

高山朗村是澄迈县委、县政府
支持打造“党建+红色之旅”红色旅
游带的出发地。每逢节假日，这里
就成了党员活动的聚集地，也给村
里的贫困户带来了打工机遇。

从2017年7月起，高山朗村选
出 3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安
排轮流做饭、洗衣、撑船等务工方
式，接待重走红色之旅人数 1100
多人次，收入近10万元，户均收入
2658元。

不仅如此，高山朗村以集体土

地入股合作社，以“集体合作社+扶
贫资金+贫困户”与海垦畜牧公司合
作，依托公司专业化养殖技术发展
生猪养殖带动贫困户增收，全村贫
困户在2017年底就分红50万元。
同时，公司还在村里招工，每天80元
的工资让贫困户持续增收。

“一人脱贫，激发了其他贫困
户脱贫的意愿。”高山朗村党支部书
记徐文晖说，截至2017年底，高山
朗村17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仅剩2
户贫困户12人处于巩固提升阶段，
今年也可全部脱贫。

高山朗村的脱贫出列是澄迈县
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2017
年，澄迈县还有金江镇塘北村、山口
村，永发镇赛玉村、加乐镇加朗村等
4个村实现了脱贫出列。

除了推进产业、乡村旅游、就业
等一系列扶贫方式外，澄迈县还积
极推进电商扶贫，已建成并投入运
营的村级电商服务站256个，实现贫
困村全覆盖；加强基础设施扶贫，开
展交通扶贫六大工程建设；全面实
施教育扶贫，资助建档立卡学生
7908人次，资助金额918.255万元；

落实健康扶贫，投入361.88万元，对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住院费用实行兜
底补助；大力推进金融扶贫，累计为
185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
4526.22万元；加大危房改造力度，
2017年完成危房改造并达到入住条
件533户。

2017年，澄迈已实现7918人脱

贫，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澄迈县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澄迈县
将继续稳步推进扶贫工作，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的核心标准，确保到
2018年底全县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
困人口和农垦城镇户籍人员科学合
理有序退出。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

富力地产到中兴镇孔水村
举办招聘会

101个岗位送到
贫困户家门口

本报金江 1月 18 日电 （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李健）“不用来回奔
波，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工作，我
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今天上
午，在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举办的
2018 年富力地产助力澄迈精准扶
贫巡回招聘会上，村里的贫困户王
川富捧着刚签完的意向协议，高兴
地向记者说道。

此次招聘会上，海南富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3家下属单位共为
贫困户们提供了涵盖水电工、保安
员、厨师、服务员、保洁员等职业共
101 个就业岗位，现场吸引了近
200名群众前来填表应聘。截至发
稿时，该招聘会已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69人。

富力红树湾开发总监张念介
绍，此前，富力地产已在大丰镇盐
丁社区、金江镇夏富村举行了2场
招聘会。“今年，我们还将在澄迈全
县范围内举办不少于10场的巡回
招聘会，助力澄迈打赢脱贫攻坚
战。”

1月16日，饲养员在金江镇高山朗村澄迈众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清洁猪舍。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去年澄迈7918人脱贫，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多举措扶贫鼓了贫困户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