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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2月22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李健）大年初六这天，澄迈
县加乐镇加乐村一大早便迎来了70
余名游客，大伙在村里磨豆腐、做糍
粑，玩得不亦乐乎。“听说我们县里又
发布了关于乡村振兴的新号召、新举
措，这令我们返乡大学生创业者很是
振奋与期待。”加乐村村民王和祥说。

王和祥口中的“新号召、新举措”
源自澄迈本月审议通过的《澄迈县委
县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

见》。根据该实施意见，澄迈将围绕9
个方面推动落实52项主要举措，着力
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同时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奋
力书写乡村振兴的澄迈篇章。

而与王和祥等一众创业人物息息
相关的，首先便是《意见》中提及的“加
强乡村振兴人才保障”，即澄迈将建立
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
带，吸引和支持企业家、专家学者、技
能人才等，通过投资兴业、包村包项
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
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此外，澄迈

计划将成功创业的返乡大学生选进村
“两委”班子，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
并健全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镇
领导干部、招聘镇事业编制人员制度。

《意见》指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方面，澄迈今年将推广种植桥头地
瓜、福橙、无籽蜜柚等优势作物1.16万
亩，并以共享农庄为抓手，继续推进农
业“接二连三”，积极打造蝶恋谷茶油、
洪安蜜柚、福山荔枝等3座共享农庄；
在金马物流园区规划建设食品加工工
业区，同时加大水产品精深加工、企业
技改投入，为农业龙头企业品牌创建

提供优惠政策，提升龙头企业加工水
平和产品科技含量，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环境整治方面，澄迈今年将启动
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工作，加快推
进福山镇、文儒镇、桥头镇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建设工
作；继续实施北部五镇环境卫生公共
服务PPP外包项目，完成仁兴镇、文儒
镇、桥头镇3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项
目。到2020年，澄迈要全部完成农村
改厕工作，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
盖，生活垃圾转运体系100%全覆盖，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90%以上。

在“五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方
面，《意见》提出到2020年，澄迈全县
要基本建成覆盖县、镇、村三级的农村
物流网络，光网宽带实现自然村全覆
盖。为此，澄迈将组织编制专项规划，
持续推进农村路网、光网、电网、气网、
水网等“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即澄迈
将加快推进“四好”农村公路建设，以
县道升级改造、农村公路桥梁建设、旅
游资源路等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农
村公路运输服务网络；推进光网建设
及村村通宽带的深度发展，将农村光
网宽带速率普遍提高到20M以上。

今年推广种植优势作物1.16万亩，打造蝶恋谷茶油、洪安蜜柚、福山荔枝等3座共享农庄

澄迈“九管齐下”推进乡村振兴
本期热点

澄迈动态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李健 王家专

2月19日上午10时，澄迈县瑞
溪美食风情小镇景区内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跟随着诱人的阵阵香气，三
步两步地向前挪动，游客王良谨随即
发现，一场关于美食推荐的“盛宴”正
在此拉开帷幕。

热气腾腾的豆腐花和地瓜汤，香
气四溢的牛肉干，以及红彤彤的腊肠

……40余种瑞溪特色小吃被摆上展
桌，令王良谨等一众游客食指大动。

“我是地道的瑞溪人，这些食物保留
着我们记忆中的味道，让人百吃不
腻。”王良谨说罢，又掏出手机拍下几
张照片，准备发给在深圳工作的儿
子，“一会我再买几包寄过去，让他好
好记住这份属于家乡的年味儿。”

展台旁不远，戴友章正在组织工
人销售着自家腊肠，在他手中，一个
巴掌大小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

录着订购人的姓名、电话和购买数
量，“这些腊肠都是用晒干的猪肠做

‘肠衣’，吃起来嘎嘣脆、味道香。”戴
友章介绍说，从腊月到正月，他们每
天都能制售500公斤腊肠，“尤其是
腊月廿八、廿九、三十销量尤其火爆，
客户如不提前预定，几乎都买不着。”

这样的情况在瑞溪并非只此一
家。瑞溪镇所产出的腊肠、牛肉干、粽
子工艺独特、常年热销，是远近闻名的

“三宝”。记者了解到，每年1至2月是

瑞溪“三宝”产销总量的最高峰（粽子
在端午节销量会进一步提升）。据瑞
溪镇政府统计，今年春节期间瑞溪“三
宝”总产值已超过1481万元。

其中，牛、猪肉干同期产量约
28.6吨，销售产值约为556.9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4.3%；腊肠产量约为
70.4吨，销售产值约637.8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 4.7%；粽子产量约为
43.5万个，销售产值约为286.5万元。

“‘三宝’品牌响、价值高、销路广，

但对瑞溪镇而言，如何以‘三宝’为抓
手，推动农业‘接二连三’更为关键。”
瑞溪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今年，
瑞溪镇计划建设一座占地100亩的
美食加工体验园区，将瑞溪的美食产
业链进一步延伸，提升土地和农产品
附加值，“同时，我们会把瑞溪300多
年的历史文化融入园区和‘三宝’的
品牌设计中，推动农旅结合发展，进
一步向品牌要效益，以品牌打造助力
乡村振兴。” （本报金江2月22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听情歌、食野菜，在高大的桉树
林间奔走、跳跃，澄迈县永发镇永灵
村的这些“福鸡”可不一般。

昨天下午，村民周照利忙完春节
的大事小情，还不忘到养殖场里照看
他的7000只小“福鸡”。“这些小家伙
经常运动、肉质紧绷，即便每斤肉比
市面上贵1元至2元，还是因其绿色、
原生态等特点受到消费者喜爱。”他
笑着说，要不是去年它们帮自己挣了
30多万元，“我哪能过上如今这样的
富足年、幸福年。”

周照利的福鸡种苗和养殖、管理

技术均来自村里的创业青年黄衍旭。
据黄衍旭介绍，目前自己所成立的澄
迈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已覆盖管理
28座鸡舍，总存栏量超过25万只。
他说，福鸡是镇里今年新打造的品牌，
根据品种和养殖方法共分高中低3
档，售价分别为每斤30元、15元、10
元，“这个春节黄金周，我们的销量尤
其火爆，到现在已经售出了2.8万只！”

距离永灵村20公里之外，赛玉
村的小鸭子也正发生着新变化。赛
玉村位于永发镇新吴片区，这里的人
们养鸭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共有
养殖户644户，年生鸭出栏量约为
800万只。今年起，创业17载的曾德

斌利用自己在赛玉村养殖的生鸭，与
镇里携手打造“福鸭”品牌，并通过网
络“众筹”等方式进行销售、宣传，仅
春节黄金周便售出福鸭9800余只。

记者了解到，除了福鸡福鸭，永
发镇还计划在江北责任区打造经济
效益高、带动能力强的“福羊”、在后
坡村谋划农家放养、直供海口饭店销
售的“福鹅”，以及在部分地区引导农
户饲养“福牛”等……

澄迈县政府在今年的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要让澄迈逐步由“农业
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在这其
中，特色农产品“王牌”的打造显得尤
为关键。永发镇镇委书记欧阳斌表

示，永发之所以谋划打造福鸡等“五
福”系列特色品牌，就是为了将当地
的产业优势转变为品牌优势，进一步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增效，
助力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们将主要利用互联网
电商加强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并围绕

‘五福’着力打造一支从技术、种植、采
收、包装、宣传到上市销售的服务团
队，让品牌见效益，让农民增收有保
障。”欧阳斌说，在福鸭的品牌打造上，
永发镇今年将着力推动鸭苗孵化场和
鸭产品深加工厂的项目建设，促进福
鸭产业链的发展，带动农户走农业产
业化之路。 （本报金江2月22日电）

永发镇今年主推5个特色农产品品牌，其中“福鸡”春节销量达2.8万只

“五福”迎新年 品牌“亮”起来

瑞溪“三宝”今年春节产值超1400万元

百年匠心赢得金口碑

本报金江2月22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吴清光）记者今天从澄
迈县商务局获悉，近年来，澄迈县

“党建+电商扶贫”新模式成效显
著。目前，全县共建有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1个、农产品展示体验馆
2个、村级电商服务站256个，其中
1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含已脱贫出

列）电商服务站去年累计交易总额
达123.0796万元。

记者了解到，去年，澄迈县贫
困户店铺产生实际订单交易额合
计约7万元，网络代购代销总额达
26.53 万元。“通过发展电商产业
链，我们共吸收贫困人口就业或创
业约 1700 人，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总额达 408 万元，人均增收额达
2400元。”澄迈县商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此外，澄迈县农村商务信息服务
体系去年取得进一步完善，已形成
了县、镇、村、企业多级农产品信息
收集与发布网络，全年共通过新农
村商网销售农副产品种类19种、重

量合计25万公斤、总金额超550万
元，购买商品种类13种、重量合计
80多万公斤、总金额逾110万元；澄
迈县商务局通过举办课程，传授微
店开设、淘宝个人店铺开设、淘宝联
盟佣金赚取等经验方法，帮助贫困
户完成微店开设147家，淘宝个人店
铺开设51家。

澄迈“党建+电商”走出扶贫新路子
15个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去年交易额达123万元

澄迈法院公开宣判
2宗涉毒案件
去年受理涉毒案件322件，
结案率达100%

本报金江2月22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李春草 姜慧娇）近日，澄迈县人民法院在福山镇
花场村举行公开宣判，对2宗涉毒案件的2名被
告人分别判处1年、15年有期徒刑，有力地震慑
了毒品犯罪行为。

在公开宣判现场，被告人朱某某因无视国家
法律，非法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5.91克，被澄迈
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5万元。另案中的被告人
周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有累犯情况，被澄迈法
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

为了扩大公开宣判的影响力，澄迈法院在现
场树立了10余幅禁毒知识展板，将毒品的种类和
危害等以图文形式呈现，让群众对毒品有了更加直
观的了解。公开宣判后，澄迈法院工作人员不仅向
现场群众发放了禁毒宣传册数百份，还向村民宣讲
了吸毒、贩毒对社会、家庭以及自身造成的危害。
村民纷纷表示学到了法律知识，内心深受震撼。

据悉，2017年澄迈法院共受理涉毒案件322
件，结案率达到100%，共开展禁毒巡回法庭3次，
法制宣传活动3次，发放禁毒宣传手册2500册。
下一步，澄迈法院将继续加大对毒品案的打击力
度，严惩毒品犯罪分子，同时继续做好禁毒宣传工
作，使更多群众能受到禁毒法律知识的熏陶。

第26届“李成智杯”
国际象棋赛开赛

540名少年
“棋聚”澄迈斗技

本报金江2月22日电（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李亮）2月20日，来
自全国61座城市的540名少年棋
手，在澄迈参加了2018年全国国
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个人）暨第
26届“李成智杯”全国少年儿童冠
军赛（丁组、8岁组）。

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赛
前活泼好动的小选手们进场后一
下子安静起来，他们有的落棋神
速，有的认真谨慎，在比赛中充分
展示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
艺。据悉，“李成智杯”国际象棋赛
事于1993年创立，在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的积极努力下，该赛事规模
逐年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已成为
中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领域的标志
性品牌赛事，是目前我国水平最
高、影响最大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
事之一。

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共为期
6天，为更好地宣传澄迈“世界长寿
之乡”“世界富硒福地”“中国绿色
名县”的城市品牌，提升澄迈知名
度，赛事组委会将在比赛期间推出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游玩活动，包
括教练员和裁判员培训班、国际象
棋小宝贝文艺演出、福山咖啡特色
旅游等。

老城开发区铁腕拆除
14处违法建筑
面积共约2688.91平方米

本报金江2月22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世成）为进一步改善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的居
住环境，提升城市形象，近日，老城开发区城建局、
安监局及老城镇政府等多部门联合出击，对区域
内儒俄村、龙吉村、工业大道等14处存在乱搭乱
建、乱堆乱放等现象的建筑物进行依法拆除，面积
共约2688.91平方米。

据了解，这14处违法建筑均未取得建筑审批
许可，属于未报先建临时建筑物，已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在开展拆除工作前，老城开发区城建局等相
关部门对违法建筑业主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劝
导，宣传相关政策法规，积极争取了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老城经济开发区在违建治理行动中始终坚
持文明拆违、和谐拆违的理念，在拆违现场，相关
执法人员维持着拆违秩序和道路交通，大部分违
建户主已经收拾好东西，对还未完全收拾好搬离
房屋的，现场执法人员均协助其搬离。

自澄迈县六大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老城
经济开发区对违建整治工作高度重视，采取宣传
教育为先，引导拆除和强制拆除为主，始终对乱搭
乱建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城区面貌得到了明显
改善，仅2017年便拆除各类违法建筑5.79万平
方米。今后，老城开发区将继续加强巡查力度，要
求对新违建发现一处拆除一处，确保违建零增长，
稳步推进开发区整治违法建筑工作取得新成效。

春节黄金周
全县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
1.897亿元

澄迈启动“小散乱污”
企业专项整治工作
设立举报热线接受监督

本报金江2月22日电（记者陈卓斌）为严厉
打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守护好澄迈的“绿水青
山、碧海蓝天”。近日，澄迈县启动“小散乱污”企
业专项整治工作。

记者从澄迈县环保局获悉，本次整治工作主
要针对规模小，工艺差，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
产业布局规划，未办理工信、发改、土地、住建、环
保、工商、质监、安监等相关审批手续，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的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中普遍存在着违规建设、污染物排放不达标、安
全生产隐患大、产品质量差等诸多问题。

据悉，澄迈将由县政府督查室组织专门力量，对
整治取缔工作全程跟踪，开展专项督导检查，确保按
时限完成整治取缔工作；监察部门将对工作推进缓
慢，整治取缔工作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追责；
设立“小散乱污”举报热线（67632831），及时受理、
处理举报投诉，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鼓励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形成全民治污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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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黄金周期间

澄迈全县接待游客

预计（下同）达39.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1.897亿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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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夜游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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