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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生态环境保护巡查
实施方案出台
每5年进行一轮巡查全覆盖

本报金江3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曾恒 王可翔）近日，澄迈出台《生态环境保护巡查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成立巡查工作
组，从2018年起对各镇、各部门开展环保工作巡
查，原则上每5年进行一轮巡查全覆盖。

据悉，第一轮生态环境保护巡查工作已于近
期正式开展，巡查范围涉及澄迈县文儒镇、加乐
镇、中兴镇及仁兴镇。巡查组主要了解各镇在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出台的措施、建立的工作机制以
及决策部署、责任落实等情况。

《方案》指出，借助巡查，澄迈将进一步加大环
境保护问责追责力度，落实生态环保“一票否决”
制，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措施、任务落实
到位，取得实效。

《方案》明确，下一步，澄迈将继续大力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这当中包括加大生态环保工作
在各镇、各单位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加大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力度；建立健全常态化巡
查机制，完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加快设立
镇环保所工作，及时发现、制止、查处各类环境违
法违规行为。

喜迎“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健身操（舞）大赛举办
本报金江3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为迎接

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日前，澄迈县在金
江举办“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广场健身操
（舞）大赛，大赛共吸引全县17支代表队参加。

比赛中，参赛队员在舞台上热情洋溢的表演，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澄迈县教科
局代表队脱颖而出，获得了本次健身操（舞）大赛
的一等奖。

在现场，相关部门还对荣获2017年全国最美
家庭奖、海南省最美家庭奖和澄迈县最美家庭奖
等荣誉的家庭，进行集中颁奖表彰。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征集徽标设计方案

本报金江3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曾珺）近日，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发布通知，面向
各地征集风情镇徽标设计方案，投稿者最高可获
奖金3000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所征集的设计方案要求内
容积极向上、造型新颖，并且能表现出风情镇“魅
力小镇、咖啡飘香”这一主题，展现“福山”“福山咖
啡”等特色元素。

据悉，此次方案征集时间为2018年3月6日至
5月31日，投稿者可将设计方案、说明以及名称发送
到风情镇管委会邮箱（fskfwhfqzzsj@163.com）
并附上联系方式。评选结果将在今年7月公布。

植保无人机喷药
推广活动举行
既高效又节约成本

本报金江3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昨天，澄
迈县植保无人机绿色防控试验推广活动在文儒镇
坡尾村举行。在技术人员的演示下，一架架植保
无人机不断地悬停腾挪，很快便完成了几株槟榔
树的喷药工作。

槟榔树树干高，农户打药困难且不均匀，故易
使槟榔树出现防控不到位等情况。记者注意到，
农用植保无人机通过腾空开展喷洒作业，可有效
节约农药使用量及喷洒时间，且机器喷洒比较均
匀，效率比人工更高。

据了解，每架6旋翼无人机每天能为600亩
到800亩土地施药，作业效率相当于30个至50
个喷药工，此外还能节省30%的农药施用量。

报警谎称车被偷

两人被行政拘留5日
本报金江3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胜楠）记者今天从澄迈县公安局获悉，近日，该
局民警查明2起谎报警情、提供虚假证言案。违
法行为人姜某因涉嫌谎报警情被行政拘留5日并
处罚款500元；周某因提供虚假证言证词被行政
拘留5日并处罚款500元。

日前，澄迈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车主
姜某报警称，其停放在老城镇义乌百货城前的一
台越野车被盗。当天上午9时许，指挥中心又接
到另一车主陈某报警称，其停放在金江镇文化路
前的小轿车被盗。

经调查核实，两名报警人报称被盗的2辆车
均是因被抵押贷款后未按期还款，而被贷款公司
强制开走的。但在报案时，越野车车主姜某谎称
没有债务，而小轿车车主陈某并不知道丈夫周某
之前拿车抵押贷款一事，周某则向警方提供虚假
证词以掩盖事实。

澄迈警方温馨提示：对于报假警的处罚，我国
相关法律已作出明确规定，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给予相应行政处罚；如情节严重，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坚持“四化四县”建设，在实施品牌战略、标准化生产等方面成功探索

澄迈特色农业品牌“高新优多”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家专

“早就听说洋道村发展乡村旅游
做得好，采摘很有趣，今天下午趁着
过节放假，就和同事来这里体会了一
把，村子真的很美！”今天是“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在海口上班的邢玥和
同事乘车来到澄迈县福山镇洋道村，
慕名而来的她们一进村，就被竞相绽
放的花朵吸引。

沿着整洁的村路前进30多米，
就到了村民陈利群的家里，一张手写
的“舌尖上的澄迈”字帖，将有机玉
米、初生海鸭蛋、瑞溪牛肉干、桥头地
瓜等澄迈美食一一展现。在村民自
发组成的展示台上，各类美食引得游
客啧啧称赞。

洋道村种植了上千亩珍珠石榴，
以往到了收获季村民要么等商贩上
门采收，要么就骑着三轮车拉到集市
上卖，一遇到丰收年，果子滞销价低，
烂在田间地头的场景也十分常见。
由于收入得不到保证，大量村民离村
外出打工，洋道村成了“空壳村”。

“随着高速公路、环岛高铁等交
通设施完善和乡村旅游的兴起，我们
把劣势转变为优势，石榴卖不好我们
就发展采摘游。”陈利群说。2015
年，陈利群成立澄迈福山洋道石榴合
作社，和村民共同开拓珍珠石榴销售
和采摘游市场。2016年，合作社积

极参加冬交会，进行品牌推广、产品
展销，提升了洋道村珍珠石榴品牌知
名度、拓宽市场销路。不仅如此，村
里还发展了农家乐，村民向游客销售
其他农产品，增加了收入。

“洋道村的发展离不开县委、县
政府的支持。县里实施‘一村一品’

发展战略，通过政策、资金、技术等方
面的帮扶，为洋道村探索出一条乡村
振兴发展的新道路。”福山镇委书记
岑军说，澄迈县将洋道村列入美丽乡
村建设行列，并拨付建设资金，逐步
完善洋道村相关配套设施，鼓励村民
发展休闲农业，打造乡村旅游平台。

如今，洋道村硬件设施有了极大的
改善，游客到了村里有吃有玩有美景可
观，流连忘返。洋道石榴合作社也抓住
机遇，和周边村镇的家庭农场、共享农
庄和有意愿发展旅游的农民构建合作
关系，互相提供旅游信息，并依据各自
特点为游客提供旅游产品。

今年春节期间，到洋道村体验珍
珠石榴采摘的游客超过3000人。这
让陈利群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虽然
现在外出打工的村民仍很多，但是随
着村里旅游产业的发展，我希望更多
村民能回家上班！”

（本报金江3月8日电）

福山镇洋道村以农旅结合模式建设美丽乡村

“空壳村”村民有了新期待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吴清文

昨天，澄迈县老城镇一间不到
2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早春的阳光
穿过窗台，照在一双双灵巧的手
上。随着它们飞速地敲击键盘，一
行行复杂的代码便出现在计算机显
示屏中。

办公桌旁摆放着轮椅、拐杖和堆
积如山的技术书籍。他们均是残疾
人大学生，目前主要从事软件编程等
工作。

“我们正研发一款供各地残疾人
联合会使用的智慧软件系统，预计下
半年可推出样板产品。”主程序员李业
博告诉记者，这个去年2月刚刚成立、
仅有8名成员的新团队，已积攒了逾

10年的技术经验，在残疾人相关软件
开发上颇有心得，“作为残疾人，我们
更了解受众需求，这是团队最核心的
竞争力。”

产品设计注重残疾人需求

“你知道吗？盲人收听的语音信
息，其语速要比健全人所听的快好多
倍。”李业博和记者分享了一个看似不
起眼的小细节。

原来，盲人通常拥有比较敏锐的
听力，快速收听语音并从中高效获取
信息是一种习惯，也是刚性需求。“这
一细节往往容易被身体健全的研发者
忽视，最终软件播放出的语音在盲人
听来冗长、低效，用户黏度难以保持。”
李业博说。

为此，该团队近日请来数名盲人
进行语音测试，并从中找到最合适的

语速值。李业博告诉记者：“届时，用
户只要在APP（手机软件）中根据语
音提示报送相关信息，系统就会自动
认定其盲人身份，并提供相配套的语
音语速，用户也能通过与系统对话进
行语速调节。”

有盲人测试者称，如此关怀让他
们感受到了新的“目光”，很符合盲人
的实际需求。“这些细节的不断整合，
将让受众在使用软件时更加自在、舒
适。我们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也自然越
来越强。”李业博表示。

因为有梦互相扶持

办公室外，有位“80后”青年来回
踱步打着电话。他叫罗伟之，来自老
城镇东水港村，去年春天听闻李业博
这一项目需要启动资金后，毅然放下
手头工作，带着50万元加入。

“中国目前有超过8300万名残疾
人，市场潜力大，加上这一团队曾研发
过《海南残疾人数字化管理平台》等系
列优质产品，我相信这个选择不会
错。”罗伟之说。

罗伟之幼时出过车祸，有些残疾，
但他大学毕业后返乡开过饭店、办过
互联网公司，在经营管理等方面积累
了许多经验，“他们负责技术研发，我
做项目推广，大家相互扶持。”

罗伟之介绍，团队的成员来自哈
尔滨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
他们若出去打工“工资至少比现在多3
倍”，但大伙都一道签了意向协议进团
队，“因为我们还年轻，不甘心去大工
厂打工，想一起闯闯。”

为残联打造“千里眼”

“我们开发‘智慧残联’软件系统，

就是为了让各村镇能够实时更新残疾
人数量、残疾程度等信息，帮助各地残
联加强信息化管理、综合数据科学施
策等。”罗伟之说。

“残联软件系统开发市场目前处
于起步阶段，整体规模较小，同时存在
产品不专业，与残疾人实际需求耦合
不精准、线上线下内容衔接不连贯等
问题。”罗伟之说，这给他们的产品研
发留足了空间。

据了解，罗伟之和团队成员正计
划利用APP、微信公众号为海南残疾
人提供在线办事、远程心理康复指
导、志愿服务等，“我们尽量从自身的
需求出发，思考残疾群体最核心、最
真切的需求并不断改进完善，真正做
好残疾人的‘眼’‘腿’‘喉’，帮助他们
更好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实现梦
想。”罗伟之说。

（本报金江3月8日电）

8名残疾人大学生抱团创业，专注研发残疾人智能软件系统

这群年轻人用心做好盲人的“眼”
创业故事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家专

3月8日上午，一场春雨打
湿了复苏的青草地。在位于澄
迈县金江镇善井村的洪安无籽
蜜柚种植基地，澄迈洪安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安烁宇和
黄晓玲夫妇戴着草帽，像往常
一样察看蜜柚树长势。

“一棵树虽能开出上万朵
花，但经过选择保留下的花朵
不足5%。”安烁宇说，我们利用
科学技术，种出最好的果子，打
造好“无籽蜜柚”品牌。

近年来，澄迈围绕加快特
色农业发展，坚持“四化四县”
（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
国际化，农业生态现代化建设
示范县、有标识可追溯农产品
示范县、无公害农业科技示范
县、中国富硒产业经济示范县）
建设工作，在实施品牌战略、标
准化生产、产业化种养经营等
方面成功探索，闯出了打造特
色农业品牌的发展之路。

为创业者提供“保姆式服务”

“基地现在有4000多棵果树，每
个蜜柚的价格从100多元到300多
元不等，而且供不应求。”说起“无籽
蜜柚”品牌如今的发展，安烁宇十分
感慨。

9年前，安烁宇和黄晓玲大学毕
业后便选择在澄迈种植蜜柚。创业
伊始，澄迈县委县政府就将其纳入

“返乡自主创业大学生扶持人选”，一
次性给予扶持资金11万元。

“9年来政府给了我们资金扶持、
派我们到台湾参加技术培训、解决蜜
柚种植用地问题、成立无籽蜜柚研究
所等许多支持。”安烁宇感慨地说，

“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我们就不可能
攻克无籽蜜柚的技术难题，也不可能
有今天的无籽蜜柚品牌。”

澄迈县农业局党委书记郑光伟
说，澄迈县在服务农业品牌发展时，
始终坚持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保
姆式服务”。在加大农业投入方面
出台政策，将农业投入与财政支出
和土地收益进行挂钩，把助农增收
提升到了制度层面加以保障。近三
年来，县财政累计投入农业扶持资
金达21.86亿元。同时，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和坚持提供人才支撑，不断

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科技支撑品牌农业发展

500多栋高矮不一的“地瓜楼”
坐落在沙土上，崭新的小汽车在村
中来回穿梭……如今的澄迈县桥头
镇沙土村，因为家家户户都种植高
经济效益的桥头地瓜，已告别过去
的贫穷落后面貌，成为远近闻名的

“地瓜村”。桥头地瓜产业在沙土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文克的不懈努力
和示范带动下，打造出“桥沙地瓜”
知名品牌。

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很高，每
一个成功品牌背后都有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为了推动澄迈品牌农业的发
展，澄迈还创建组建了山茶油产业
研究院、澄迈福橙科学研究所、福山
咖啡研究所、无核荔枝研究所、无籽
蜜柚研究所等 8家农业科研机构，
同时聘请了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华
南农业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等科研院所的专家，专门为澄迈的
特色农业培育脱毒种苗、选育优良
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等。

此外，澄迈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

院校签订农业技术合作协议，为农业
品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近年来，澄迈还以‘商标富农’
为切入点，创新体制机制，突破性发
展品牌农业，实现了农业大发展、农
民大增收、农村大变化。”郑光伟说。

据悉，截至目前，澄迈累计注册
农业商标达958件，其中2017年注
册的农产品商标23件，特别是成功

打造了澄迈福橙、福山咖啡、无籽蜜
柚、无核荔枝、白莲鹅等一批知名品
牌，形成了农业品牌“高新优多”的
良好局面。

下一步，澄迈县品牌农业将继续
推行标准化生产，建立农业质量标准
体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确
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金江3月8日电）

3月8日上午，安烁宇和黄晓玲夫妇在洪安无籽蜜柚种植基地察看蜜
柚树长势。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3月8日，游客在澄迈县福山镇洋道村品尝珍珠石榴。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