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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关注 陵水动态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励志开讲
将走进全县20所中小学

本报椰林3月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冰 胡阳）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今年首场未成
年人道德讲坛走进陵水中学，围绕“新时代使命担
当”主题，为现场师生及学生家长作了一场富有哲
理的心灵洗礼。

讲座邀请了全国著名演讲家、海南省“未成年
人道德讲坛”首席讲师王海童作主题讲座。他以
视频、典故等形式，通过联系社会背景、家庭氛围、
学校教育等大环境，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新时代使
命担当”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及具体作为。同
时，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详细解读了
法治校园、文明校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在
场师生和家长的强烈共鸣。

据悉，此次活动将于3月5日至16日，在该县陵
水中学等20所中小学校举行，助推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进一步加快“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文明办、陵水黎族自治县
文明办、陵水黎族自治县教科局主办。

陵水边防支队获评公安
边防部队先进政治机关
还被评为海南“先进支队级党委”

本报椰林3月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符宗瀚 蒋升）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边防支队了
解到，日前该支队被公安部边防管理局评为“公安
边防部队2017年度先进政治机关”，海南边防部
队21个支队级单位仅有2个单位获此殊荣；同
时，该支队党委还被海南省边防总队评为先进支
队级党委。

这与陵水边防支队强化党建工作紧密相关。
陵水边防支队新村港边防派出所所长王永献告诉
记者，陵水边防支队积极打造新村港海上流动党支
部，开展组织联创、党课联学、党日联动等活动，不
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通过成立“海上之家”
定期组织渔民到海上警务室开展活动，使民警们在
互动中学习疍家话，拉近与渔民们的距离，有效促
进了日常工作的开展。

陵水边防支队还始终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放在首位，通过采取举办党务
工作培训班、党委中心组学习、书记带头讲党课、邀
请专家辅导等形式，组织支队全体官兵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党员官兵
头脑。此外，陵水边防支队充分联系实际工作，深入
开展严格党内生活创建模范党组织活动，以严打排
查、教育、转化、跟踪“四个关口”经验做法，不断加强
队伍的工作作风建设，创新工作方法，取得良好实效。

在此基础上，该支队还通过以党建文化为引
领，组建“三队一组”文体小队，不断丰富官兵文化
生活，积极构建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的

“和谐警营”。
据了解，在党建品牌的引领激励下，去年全年

陵水边防支队共侦破刑事案件43起，查处治安案
件389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370人，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27起，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
为陵水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

3月4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特产
品电商集配物流中心等5个发货点，
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打包新鲜采摘的
圣女果。当天，43万斤陵水圣女果通
过电商渠道陆续销往全国各地。这是
陵水帮助农民畅通圣女果销路的举措
之一。据不完全统计，3月2日至8日
仅一周时间，陵水电商企业就帮助农
户销售圣女果约230万斤。

就在前不久，2018年陵水大宗
农特产品电商全国配送活动启动。
当天1万箱圣女果和芒果被装上货
车，发往全国各地。“单日发货量突破

了1万箱，对陵水电商来说具有里程
碑意义。”陵水电商协会会长梁振阳
表示，此次配送与京东物流合作，希
望能够进一步提高陵水圣女果、芒果
等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2017年，陵水利用电子
商务这一引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实现促农增收。据不完全统计，
去年农产品电商上行交易额达2.16
亿元，同比增长900%。

“去年，我们相继举办了首届陵水
农特产品电商节、第二届荔枝电商节
以及系列扶贫产品展销会，这对农产
品销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陵水商
务局局长王欣慕说，在首届陵水电商

节开幕式当天，30家电商企业现场签
订了2000万元圣女果销售订单。

同时，该县积极培养电商人才，壮
大经营主体。去年，陵水举办了为期
17天的半封闭培训班，对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合伙人进行“手
把手式”教学。据了解，截至目前，该
县共培养了78名村淘合伙人，63名淘
帮手，帮助了近百名贫困户子女就业。

2017年，陵水还举办了“十大电
商人物”表彰大会，对本土电商发展
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良好口碑的电
商从业者进行表彰并给予每人5000
元奖励金，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

“陵水在政策上给予电商创业个

人和创业项目大力支持，我们将呼吁
更多的电商企业助力农产品上行销
售，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工作。”该县电
商协会会长梁振阳表示。

王欣慕表示，2018年陵水将继续
策划第二届荔枝电商节、电商扶贫展
销等活动让当地农产品产有所销的同
时进一步塑造该县优质农产品品牌，
打造特色电商生态圈，增加农民收入。

此外，陵水还将联手海航、京东
等公司开展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合作，
在提高配送时效、降低物流成本上下
足功夫，快递费用将比同类快递企业
便宜40%左右，有效解决了物流成本
偏高的顽疾。（本报椰林3月8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 符宗瀚

3月7日上午，初春的太阳暖洋
洋。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的
一处菜园，十几名农民正趁着好天气耕
地、除草，为播种新一轮蔬菜做准备。

这是陵水菜篮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陵水菜篮子公司”）新
开发的一处蔬菜常年种植基地，占地
约40亩，采取“企业＋村委会＋合作
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专门提供
绿色有机蔬菜，对接市民的菜篮子。

不过，它并非单纯的菜篮子基
地，这还是一片共享菜园。在这里，
市民游客可以租用这里的菜地，种上
自己喜欢的果蔬，体验农耕的乐趣。

“目前，我们共开垦出12亩菜地供大
家租用，市民游客只需播种，日常的
管理由当地农民负责，等到成熟的时
候过来采摘即可。”菜地负责人、坡村
党支书王仁会介绍。

陵水菜篮子公司于 2016 年成
立，承担着该县瓜菜保障供应工作。

公司总经理郑尉悦介绍说，公司在各
乡镇开拓了新的菜篮子基地，让市民
吃上放心菜和平价菜，同时致力于助
农增收。

将菜篮子工程与共享经济相结
合，是陵水菜篮子公司探索的新做
法，旨在多渠道促农增收。借助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近两年坡村乡村旅
游日渐红火。“利用坡村的名气，我们
在此打造共享菜园，更能吸引游客，
同时进一步推动坡村农家乐、民宿等
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郑尉悦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菜地已经
耕好，并有多种菜苗可供选择。“有空
时，带上亲朋好友来这里开垦、翻土、
播种、浇水，体验一把农耕之乐，何乐
不为！”一名到访的游客说。

据介绍，坡村版“开心农场”提供两
个价位的租种服务。一为蔬菜类种植，
按月计算，每平方米收费12元，提供的
菜种包括小白菜、菜心、黑心白、地瓜
叶、空心菜、小芥蓝等；一为季节性生产
作物种植，按3个月计算，每月每平方米
收费10元，提供的作物包括红长茄子、

小型葫芦、长豆角等。种成后，游客可
自留，也可售卖给菜篮子公司。

记者了解到，陵水菜篮子公司为
这一项目提供了启动资金，坡村相关
合作社负责经营管理；在菜篮子公司

所获收入抵等启动资金后，接下来的
租种收入将全部归合作社所有。

坡村已成陵水旅游的一张新名
片，先后获得“中国美丽乡村之特色
民俗村”“海南省四椰级乡村旅游点”

“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称号。目
前，陵水正在推进坡村旅游开发二期
工程，建设一批新项目。王仁会说，
希望用更多的旅游项目，扩宽村民的
致富路子。 （本报椰林3月8日电）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胡阳

“这里能采摘新鲜水果，还可以
钓鱼、烧烤，真是应有尽有，孩子特别
喜欢！”3月7日上午，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光坡镇凤凰奇异果园共享农庄
（以下简称“凤凰农庄”），游客黄云正
带小孩畅玩。

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凤凰农庄
格外热闹。果园里，圣女果、火龙果、
草莓、西瓜、奇异果琳琅满目，帆船形
建筑、风车立在果园中，吸引游人驻

足拍照。
凤凰农庄负责人吕小东介绍，该

农庄占地约350亩，于2014年投入
建设，分农业休闲采摘区、“云上之
家”餐饮、“水上民宿”三期打造，是集
吃、住、玩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该
农庄2016年被评为海南省休闲农业
示范点，2017年11月入选海南省首
批共享农庄试点单位。

“目前投入使用的是一期农业休
闲采摘区，设有水果采摘、垂钓、鳄鱼
观赏等游玩项目。”吕小东说。

凤凰农庄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
还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当天，海口
游客李安红与朋友在圣女果采摘园
里尽情体验采摘乐趣。她告诉记者：

“农庄可以享受返璞归真的田园生
活，体验农耕文化，给身心放假。”

在占地36亩的火龙果园中，上
万个补光灯让农庄的夜晚形成独特
的景观，让晚上的农庄犹如一片闪耀
的花海，游客可观赏到火龙果花绽放
的景象。“今年春节7天假期，农庄共
吸引了3500人次入园体验休闲采

摘，实现旅游总收入17.5万元。”吕小
东透露，农庄也在抓紧打造包括餐
厅、民宿、鳄鱼观赏、鱼疗在内的二期
工程。

凤凰农庄带来了游客，也带动
了农民就业增收。据了解，仅农业
采摘休闲区就提供了50多个岗位，
以附近的村民居多。椰林镇桃源村
村民刘亚德与妻子就是其中两位，
负责管理火龙果。刘亚德告诉记
者：“除了每个月能领到不菲的工
资，还能跟着技术员学习水果种植

技术，真的很不错。”
凤凰农庄还专门成立了扶贫合

作社，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
模式运营，负责种植草莓、陵水圣女
果、美月西瓜等，目前合作社有75户
贫困户，合作社负责人李银林高兴地
说：“游客采摘的就是‘扶贫果’。”

采访结束，已是夕阳西下，火龙
果园里的万盏花灯渐次点亮，绿色、
紫色的光影映衬着游客的惊叹声、笑
声，也浸润着农民们的生活美梦。

（本报椰林3月8日电）

文罗镇坡村菜园将菜篮子工程与共享经济结合，多渠道促农增收

赞！蔬菜基地变身“开心农场”

光坡镇凤凰奇异果园共享农庄致力打造田园综合体

强! 休闲农庄体验游发展“钱”景好

启动大宗农特产品电商全国配送，一周销售圣女果约230万斤

电商成陵水农产品销售“新引擎”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
攻坚战打响

本报椰林3月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2018年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动员会，正式打响今年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攻坚战。

据了解，2018年陵水计划改造建档立卡贫困
户等4类重点对象1000户，计划3月份全面开工
建设，8月底全面竣工，9月底全面安排入住。

为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陵水进行周密的
工作部署，要求各乡镇要加大危房改造政策宣传
力度，让贫困户了解其相关政策及要求，做到家
喻户晓、农户皆知；各部门、各乡镇要签订2018年
农村危房改造目标责任书及廉政责任书，做到责
任有担当；各乡镇要做好危房改造进度报送工
作，切实做到部署早、开工快、质量好、竣工优。

2018迎春
音乐诗会举办

本报椰林3月8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符宗瀚 陈思国）近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珍珠海岸·
诗意陵水”2018迎春音乐诗会，诗
人们以春天的声音和诗的名义，为
观众献上一场诗乐交融的盛宴。

一首诗朗诵《为人民读诗》拉
开了音乐诗会的序幕，铿锵有力
的朗诵声，表达出诗人对家乡的
热爱，对平凡岗位上不平凡故事
的歌颂；音诗画《陵河三月》在吟
诗者轻柔如丝的声音下，伴着舒
缓的歌唱声，描绘出春意盎然的
陵河美景；原创歌曲《她很想他》
《我们》等本土民谣让现场观众意
犹未尽；诗朗诵《春天的声音》在
所有表演者或轻快、或深情地演
绎下，展现陵水人民对家乡热土
的热爱，把演出推向了高潮。

据了解，“珍珠海岸 诗意陵
水”迎春音乐诗会，2013年至今
已成功举办6届。在当地诗人的
共同努力下，诗会愈发成为陵水
独特的文艺品牌。

设置5个纪检组向全县89个单位派驻

陵水实现县级党和国家
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

本报椰林3月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周
舒颖）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获悉，陵水全面
深化派驻纪检机构改革，通过对业务相近、相关的
部门，采取归口派驻的形式，设置了5个县纪委派
驻纪检组向全县89个单位进行派驻，实现了县一
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

据介绍，为实现人才、监督资源共享，去年5
月，陵水县委派出由5个派驻纪检组组长担任组
长的巡察组，对全县15家单位开展扶贫专项巡
察，共发现问题168个，“边巡边改”推动问题整改
71个，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意见建议93条，发现
党员干部涉嫌违纪问题线索48件81人，巡察期
间“边巡边查”移交县纪委32件61人。

据了解，该县纪委在5个派驻纪检组中试行执
纪监督与执纪审查分离机制，突出监督重点，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日常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抓
早抓小。数据显示，去年以来，5个派驻纪检组共开
展各类监督检查72批次，谈话函询10人次，提醒谈
话53人次，诫勉谈话12人次，通报批评5批次，通过
勤走访、常检查，将执纪监督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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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利用电子商务这一引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实现促农增收
陵水共培养了78名村淘合伙人

63名淘帮手

帮助了近百名贫困户子女就业

据不完全统计

去年农产品电商上行交易额达2.16亿元

同比增长900%

2017年 截至目前

游客在凤凰农庄采摘圣女果。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3月7日，坡村村民正在蔬菜常年种植基地里劳作。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符宗瀚 摄

晚上，凤凰农庄火龙果园的补光灯照出独特景观。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