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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备战春节
本期聚焦·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吴清文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被古
今不少文人墨客奉为金句。而在澄迈
县永发镇，一位名叫王成军的“90后”
小伙，却从粪土中找到了生财之道，视
粪土如钱财。

2月6日上午，记者来到了王成
军位于永发镇卜厚村太位村民小组
的创业基地，刚迈进大门，便见他煮
着一壶咖啡，摆弄着几颗小土豆，身
后大片绿油油的鹿舌菜在阳光下显
得格外耀眼。

“来，带你看看我的‘聚宝盆’！”
王成军说完，便扛起铁铲、犁耙往不
远处的大棚走去。棚内，一坨坨经过
发酵的牛粪被整齐地排成6列，乍看
上去，并不能了解个中玄机。看出记
者的疑惑，王成军蹲下身子，轻轻将
粪土拨开，密密麻麻的小蚯蚓“太平
二号”便全部显露出来，“以牛粪、猪
粪、羊粪为原料，这些小家伙分解产
出的粪便，每吨能卖950元，每亩可
年产50吨，算起来每亩每年可售4.8
万元。这还不包括卖蚯蚓的收入。”

不一会儿，王成军随手拿来一张
蓝色的肥料袋在地上摊平铺开，将粪
土依次铲到袋上，接受阳光直射。“蚯
蚓喜阴怕光，要想把蚯蚓粪和蚯蚓区
别开，就得用这样的方法。”王成军边
说边用犁耙把袋上最表面的土层推
开，暴露出的蚯蚓瞬间向土的深处钻
去，“如此重复几次，便可捕获大量蚯
蚓。现在，有好几家中药企业、渔具
店、花卉店都找我要成品蚯蚓，每斤
最少也能卖到7元钱。”

谈起和蚯蚓粪结缘，王成军直言
这和他手中的小土豆有很大关系。

“2014年我从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
院毕业后，留在校内当教师，但自读
书时我便有创业的想法。”王成军起
初主要和人合伙经营瓜菜生意，在这
个过程中，他发现土豆的价格一直偏
稳定，但在海南，产量问题一直困扰
着不少土豆种植户。

“于是，我在任教期间一面教书，
一面试种土豆，但受制于湿度、温度，
产量始终上不来。”王成军介绍，去年
年初，他从网上了解到，“太平二号”
蚯蚓所产的粪便可以提高作物产量，
于是他便从广西合浦买来种苗尝试
作肥，没想到自己的土豆产量“一下
翻了一番”，亩产近4000斤，激动之
下，他便辞职返乡创业。

更令王成军没想到的是，除了土
豆产量提升，这些蚯蚓粪的高肥力也吸
引了周边不少种植户的目光，“截至目
前，打电话找我买蚯蚓粪的人就超过
50个，他们都说，这些蚯蚓粪不仅解决
了令他们头疼的养殖场家畜粪便处理
问题，还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今年，王成军培育的蚯蚓粪也得
到了澄迈县的重视，在澄迈县第四期
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拟扶持（奖励）
名单中，他亦榜上有名，在今天结束

公示后，可获得11万元扶持资金。
“这笔钱我想用来买些本地黄

牛，推动这座基地往生态循环农业的
方向发展，即构建‘牛-蚯蚓-土豆’
的模式，打造绿色品牌。”王成军说，
自己已经成立了澄迈国农瓜果蔬菜
专业合作社，下一步将完善蚯蚓的生
态养殖方式，学习相关经验，力争把
养殖蚯蚓变成可持续、强增收的产
业，并向周边农户推广。

（本报金江2月8日电）

澄迈“90后”小伙从高校辞职，生产销售蚯蚓粪，每亩地年入4.8万元

王成军：我视粪土如钱财
创业故事

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招商门槛 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老城开发区去年产值超143亿元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吴年怡

2月的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春意
渐浓。临近春节，不少工人们都拎起
大包小包，踏上了返乡路。在他们脚
下，这座位于海南西北部的工业园区
也走过了30个春秋，迎来了而立之年。

去年，老城经济开发区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截至2017年底，
累计入驻企业3339家，其中年产值
超亿元企业达75家，年投资额超亿
元企业达50家；园区全年生产总值
完成143.23亿元，同比增长7.8%。

但园区在快速发展中也遭遇了
“成长的烦恼”：比如部分产能落后、

过剩，布局不尽合理，粗放型经济占
用了大量土地资源，致使可供大型企
业落脚的连片土地资源不足。

怎么办？在去年全省开展的百日
大研讨大行动活动中，老城经济开发区
自领课题，完成了一份有深度、有分量
的调研报告，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详细的
解决方案。“简明扼要地说，就是得拿出
壮士断腕的决心，在开发区实施‘腾笼
换鸟’战略，科学地转方式、调结构。”老
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曾海燕说。

腾什么“笼”？为实现经济从高
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7年，开
发区一方面按照“整顿规范一批、搬

迁整合一批、关停取缔一批”的要求，
对排查发现的78家“小散乱污”企业
进行专项整治，同时研究出台《厂房
租赁管理办法》（试行），有序退出低
端产业、腾退产业用地；一方面积极
开展土地巡查与闲置地调查工作，完
成了109宗疑似闲置土地调查工作，
面积共计约1.3万亩。

换哪些“鸟”？一组数据可窥斑
见豹：去年一年，园区共有新签约的

“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少污染”项
目36个，计划投资约214亿元，投资
超过1亿元的有23个项目。曾海燕
介绍，特别是区内的海南生态软件
园，新增入驻企业1140家，入园企业

总数达到2443家，为园区的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和崭新动能。

除了引入“新鸟”，老城经济开发
区还十分注重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
造。2017年，开发区推行“清洁生
产”理念，共敦促要求区内涉及饲料
生产、农药生产、建材生产等行业的
21家企业开展了节能环保技术改造
和设备升级改造，总投资近两亿元；
积极推进区内永安正大、华盛水泥等
企业搬迁工作，解决历史性结构性布
局矛盾，优化产业用地布局。

这些做法均取得了良好收效：区
内的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通
过置换水泥球磨机“肚子”里的钢球，

使每台机器每年可降低能耗660万
千瓦时；华能海口电厂在燃煤发电灰
渣的堆放地上建起了光伏电站，日最
大发电量超过14万千瓦时……

曾海燕告诉记者，“2018年，我
们要瞄准前沿科技、新兴产业和‘互
联网+’项目，重点引进能够带来中
上游产业链的龙头企业项目和培育
重大税源的项目，同时加快筹备，将
海南生态软件园‘极简审批’试点经
验推广到老城经济开发区内的工业
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

2018年，老城经济开发区正以愈
发稳健的步伐，迈向属于它的又一个
春天。 （本报金江2月8日电）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刘梦
晓）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纪委监察局获
悉，在2017年澄迈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的基础上，今
年澄迈县纪委监察局将继续压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驰而不息抓好作风
建设，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廉
政文化建设。

2017年，澄迈县纪委监察局强
化责任担当，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
根，严明政治纪律，紧盯“四风”问题，
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坚决查处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共受理反映党员干部问
题线索258件，立案133件 137人。
同时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深
化政治巡察，完成的基层党建专项巡
察和县卫计系统常规巡察共发现问
题 409 个，推动完成问题整改 353
个，发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12
件163人。

与此同时，澄迈县纪委监察局创
新宣传教育理念，打造运行“澄迈廉
政”微信公众平台，每天向3.9万名关
注用户推送信息，启动全县17场党
风廉政建设从“心”开始宣传教育会，

进一步完善澄迈县廉政文化广场建
设；创建全省第一个村级组织警示教
育基地—永发镇南轩村“两点一地”
警示教育基地，实现基层党建、基层
党廉和警示教育三者有机融合。

在2017年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今年，澄迈县纪委澄迈县监委将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有权
必有责、用权必担责、监权必追责，
全面压紧压实“两个责任”。抓好作
风建设，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
强巡察机构建设，探索“机动式”和

“驻巡审三结合”、常规和专项相结
合等巡察模式，创新巡察“六边法”，
不断深化政治巡察，发挥巡察“利
剑”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严肃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基层党员干部
吃拿卡要拖、“雁过拔毛”、优亲厚
友、与民争利等违纪行为。

在锻造过硬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方面，县纪委县监委将继续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强化纪检监察干部责任担当。

澄迈纪委严明政治纪律，紧盯“四风”问题，保持高压反腐态势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叶上荣）日前召开的澄迈县
民政工作会议透露，2017年，该县共
为城乡低保对象15935人发放低保资
金5821.49万元，发放特困人员供养
金2342.58万元，发放城乡医疗救助
金1324.41万元。

会议明确，2018年，澄迈将扎实
抓好托底保障工作，切实提升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积极推进社会福利事业
发展，真正做到算好“民生账”，全力提
升百姓获得感。

澄迈对196家单位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确保消费者过上“放心年”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为确保
澄迈春节各项餐饮活动安全有序进行，2月4日至
5日，澄迈各镇、各部门纷纷组织开展餐饮行业受
热压力容器隐患排查，让消费者过上“放心年”。

记者了解到，此次行动共排查各地餐饮店、小
作坊、农村沼气等196家，其中有受热压力容器的
共98家，存在安全隐患的有66家。排查中，相关
部门共下发整改通知书9份，对52家单位当场责
令整改，对其中4家使用无任何正规标识，无安全
阀，不留通气孔的“三无”烤炉、蒸汽炉的，已经责
令其停止使用。

澄迈检察院办理一起国有
土地出让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3个月追回
出让金1.23亿元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林芯）近日，澄迈县国土资
源局根据检察机关一封诉前检察建
议，3 个月内追回国有土地出让金
1.23亿元，有效防止了国有财产遭受
损失，维护了国家利益。

经调查，澄迈县共有7家企业涉及
8宗土地拖欠土地出让金及差价款超过
1.25亿元。截至今年1月，7家企业已
主动还款1.23亿余元，剩余出让金及差
价款仍在追缴中。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林慧）今天上午，瑞溪镇天瑞老年人活动
中心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同
携手福相连，党建春联进万家”主题党日活动在
此举行。（见上图，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在现场，来自澄迈县各行各业的党员书法家、
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为瑞溪镇300名余名
70岁以上老人书写春联。瑞溪镇老人曾令焕表
示：“比起过去到店里买春联，书法家现场为我们
书写春联，让这个年有了更多年味和人情味！”

活动中，瑞溪镇党委还为老人们带来了琼剧
表演，并组织开展理发，现场派送热腾腾的包子和
豆浆、咖啡等。此外，瑞溪镇28个党支部还分别
上门为瑞溪镇老党员、贫困户、三留守人员贴春
联、送祝福、递温暖，为老人们传达了新年的第一
份美好祝福。

澄迈借力年货节
卖农产品促农增收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洪源）今天一大早，来自吉林省松原市的“候鸟”
张开奇就和家人一道出门，来到澄迈年货节现场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展厅，选购本地的
特色年货。

贴春联、挂灯笼，展厅里年味十足，一旁的运
营人员王鸿章忙得不亦乐乎，“春节将至，各地消
费市场变得火热，我们举办此次年货节，便是想趁
热打铁，帮助农户们多卖些产品，让他们过个幸福
年。”王鸿章表示，本次年货节自5日启动以来，总
销售额已近万元。

记者了解到，在举办此次年货节前，澄迈县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已先后举办过“扶贫小集
市”、众筹卖“福鸭”、直播售海鸭蛋等线上线下
活动，为澄迈县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找到了好销
路、卖出了好价格，累计助农增收超过10万元。

澄迈开展“暖冬行动”
为一线交警、环卫工送姜汤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任富杰）“您辛苦了，喝杯姜汤暖暖身子吧！”2月6
日上午，澄迈县思源高中志愿服务队队员王婷婷
和伙伴们走上街头，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姜汤送
到了执勤交警、环卫工手中。

本月起，随着春运大潮拉开序幕，客流量的激
增，澄迈交警和环卫工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为
了帮一线工作者减轻负担、送去温暖，共青团澄迈
县委于近日启动了2018年澄迈县春运“暖冬行
动”志愿服务活动，送姜汤活动便是其中之一，将
持续开展至3月6日。

据介绍，今年，除了组织志愿者到县城主要街
道、车站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外，澄
迈县首座志愿服务亭也于上周开始启用。记者注
意到，亭内提供的便民服务包括交通、旅游信息咨
询，以及应急救援、手机充电、雨伞租借等，此外还
有免费的报刊、姜汤、纸巾。

共青团澄迈县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服务
亭实行全年无休，每天开放7小时，每个服务亭将
有一支20人左右的志愿者团队轮班管理，“市民
游客出行遇到哪些困难，有些什么诉求，都可以找
服务亭咨询反映。”

澄迈全力提升百姓获得感

去年发放长寿
补贴2877万元

2月8日，航拍位于澄迈县的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截至2017年底，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累计入驻企业3339家。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王成军在蚯蚓粪中找到生财之道。通讯员 王家专 摄

瑞溪开展“春联进万家”
主题党日活动
300余名老人获赠春联

卖年货

送春联

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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