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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关注 陵水动态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黄艳艳 陈思国）陵水黎
族自治县是我省三大南繁市县之
一。记者从该县南繁种业管理局了
解到，该县积极行动，落实《国家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
（2015-2025年）》，并积极借助南繁
科研优势发展南繁相关产业，促进农
民增收。

陵水南繁种业管理局局长万学
闪介绍，根据《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 2025
年）》，陵水纳入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
的耕地有8万亩，分布在椰林、光坡、
提蒙、文罗、新村、三才、隆广等7个
乡镇，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土地登记造
册工作。

陵水南繁基地始建于上世纪60
年代，经过50多年的发展，陵水已吸
引来自全国各地121家科研单位开
展南繁业务，每年有超1500名科研
人员在陵水开展农作物品种选育、繁

殖、制种、加代、鉴定等工作，育种面
积1万亩，制种面积超2万亩。

近年来，陵水的南繁产业得到国
家的有力支持，包括连续三年育制种
奖励基金、南繁水利项目1亿元资金
以及国家农综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
扶持等。“这些既是服务南繁的项目，
更是惠及全县、普惠农民的好项目，
对陵水农业发展将起到有力推动作
用。”万学闪表示。

陵水还积极加强与科研单位合
作，促进南繁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2017年陵水与上海市农科院在因缺
水撂荒的土地上推广1350亩节水抗
旱稻品种种植，亩产达到800斤，米
质达到国家二级，计划今年继续推广
1500亩种植。该县一家南繁研究机
构开展的海水优质功能稻育种研究，
已经育出的耐盐碱富硒稻种，亩产量
达800斤且米质优良，陵水正与之对
接科研成果转化。

南繁育种既是一种科研生产行

为，也具备科普教育、文创观光等功
能。万学闪告诉记者，陵水椰林南繁
特色小镇已进入专家认证和政府审
批阶段，下一步将围绕南繁特色小镇
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南繁产业技术发
展，也为当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拓
宽增收渠道。

目前，陵水已有不少农民参与到
南繁产业中。近日，陵水农民王秋应
正在椰林镇长水岭下的安马洋南繁
基地干活，这里的水稻籽粒饱满。王
秋应在为南繁企业广陵高科进行水
稻制种生产。

在安马洋基地，王秋应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原来自己种水稻每年收入
约1万元；而现在为这家企业种植制
种水稻，每月就有3000元的工资。
不仅如此，他把家里的4亩水田出租
给这家企业，每月还能领到2700元
的流转费。

王秋应的增收不是个例。据广陵
高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采取

了“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租用农民
土地当育种基地，雇用他们进行生
产。“目前公司制种种植面积达3000
余亩，其中租用373户贫困户稻田共
316亩，每亩年租金不低于2000元。
参与制种生产的农户也有300余名。”

万学闪告诉记者，尽管陵水南繁

事业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一些政
策不接地气的问题。本月30日至31
日，中国（陵水）南繁论坛将第四次在
陵水召开，他期望专家学者为此贡
献智慧，并将智慧转化为政策成果，
解决更多实际问题，推动南繁产业
取得更大发展。

积极落实南繁规划，保障南繁事业发展

陵水8万亩南繁用地完成登记造册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符宗瀚）为了推进圣女
果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3月27日，
陵水润达现代农业产业园举办樱桃
番茄（即圣女果）新品种现场观摩会，
筛选出可供示范推广的新品种。

圣女果是陵水主要的冬季瓜菜
之一，年种植面积达6万亩，但有专
家认为，目前圣女果种植品种主要以

“千禧”为主，品种过于单一，一定程
度会制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

丰富品种的多样性和抗病性，陵水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汇集了17种来自各
家企业研制的圣女果品种进行对比，
邀请陵水农委、农技局、南繁局、教科
局及本号镇、提蒙乡、隆广镇等6个
乡镇相关负责人进行观摩讨论。

现场，两位技术员分别从圣女果
品种比较试验、圣女果砧木及接穗品
种筛选试验向与会人员介绍试验情
况。在接穗品种筛选试验中，技术员
以陵水传统种植的“千禧”品种嫁接苗

和“云河”品种进行对比，发现“云河”
作为抗病毒品种，无论从果实性状、口
感、糖度等表现都不亚于“千禧”品种。

在圣女果品种比较试验方面，通
过对17种圣女果的果实性状及品
质、产量等进行试验，总结发现“艳妃
202”和“粉樱”两个品种生长势居
中，抗病性强、果实性状较好，糖度较
高。最终，“艳妃202”“粉樱”“云河”
被选为可示范推广的新品种。

“试验的目的是筛选出抗性强的

砧木品种和抗病毒、高品质、丰产的
接穗品种，再通过示范推广，带动圣
女果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会人员在听取了试验情况后，
亲口品尝了27种不同品种的圣女果，
并到试验田实地察看各品种圣女果的
生长状况。“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对
新的品种有了了解。”光坡镇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许声辉认为，除了品种推广，

配套农业技术的推广也至关重要。
来自陵水农技局的辛曙丽赞同

许声辉的看法，同时她建议，“千禧”
品种在陵水具有相当高的认可度，在
推广新品种的同时，也可考虑在保留
品种优点的基础上，对“千禧”的抗病
性进行改良。

陵水农委副主任黄经文表示，新
品种推广的时间较长，建议在椰林
镇、光坡镇等圣女果主产区做试点，
保证产业发展的延续性。

农业产业园举办圣女果新品种现场观摩会

哪家抗病性强？圣女果品种大PK

本报椰林 3月 29 日电 （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3月 31 日
上午，“芒果飘香季，月月共享趣
——2018 年陵水（英州）芒果采摘
季暨乡村游活动”将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英州镇陵水芒果共享乐园正
式开幕。记者了解到，当天将开展
四大精彩主题活动，打造全民欢乐

共享氛围。
四大主题活动为“庄园共享芒”

“山地骑行芒”“亲子踏青芒”“欢乐
创意芒”。在“庄园共享芒”中，游客
可认养果园中的芒果树，成为芒果
树的主人，享受一整年的芒果果
实。“山地骑行芒”中，50名专业骑
手将在绿道上进行竞速比赛。“亲子

踏青芒”活动中，小孩可在大人陪同
下在芒果园感受自然风光，开展芒
果拼图、风筝放飞等活动。“欢乐创
意芒”中，游客可参与夹芒果、钓芒
果、吃芒果比赛，开展芒果表情
DIY。

据介绍，活动现场的芒果大
道，将汇集果农最美味的芒果，

15 辆特色小车将展出多种多样
的芒果延伸产品，涵盖零食、护理
品、饰品、纪念品、美味糕点等。
现场除了有各式芒果糕点、棉花
糖、糖人等美食，还特别提供了三
种芒果菜品让“吃货”品尝。此
外，现场还打造滑滑梯、跷跷板供
小孩玩娱，并将开设芒果小课堂，

教授小朋友芒果知识，及芒果海
拉DIY等。

本次芒果采摘季暨乡村游活
动将会持续到 6 月 30 日。没能
来到现场参加开幕活动的游客，
也可在未来的 3 个月时间中来到
英州，开展别具芒果特色的乡村
之旅。

2018年陵水（英州）芒果采摘季周六启动，游客可认养芒果树

成为芒果树的主人，享受全年的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3月28日，对于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的60名在职党员来说，是
检查“作业”的日子。这是2018年陵
水人民法院学习教育月计划中的具
体内容之一。

记者随机翻开其中一本“作业
本”，里面大半部分纸张已被密密麻
麻的字迹填满。“亲手动笔抄写党的
十九大报告，比阅读更加入脑入心，
也有了更多的思考。”该法院刑事审
判庭庭长王兵说。

2017年，陵水人民法院和县人
民检察院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推动各
项工作深入有效开展。在近期陵水
县委相关总结中，陵水“两院”的党
支部被列为该县党建示范点，要向
其它党支部传授经验做法，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

“相比前几年，我们院的党支部
建设越来越规范，体现在党员活动场
所、日常学习等方面。”王兵介绍，陵
水法院在去年建立了“互联网＋”党
员活动室，将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党建宣传片及法

院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以多媒体方式
进行集中展示。另外，该院还编纂完
成了自1950年建院以来的院志，完
成图书室升级改造等。

在陵水检察院，每一名党员的办
公桌上都摆放着“共产党员岗”桌牌
和党旗，走道中设立了“亮身份、树形
象”公告栏，营造了浓厚的党建氛
围。“我们根据工作实际和人员岗位
变动，及时调整了5个党小组，形成
了‘党支部为干，党小组为枝的党建
工作格局。”陵水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陵水法院从2015年起，坚持每
月举行一次道德讲堂，并于去年增加
了“博雅论坛”读书交流会，形成干警
日常学习交流的平台。陵水检察院
积极组织各类兴趣小组，开展适合干
警特点、参与性强的文体活动，丰富
和充实党建内容。

党员队伍作风建设方面，陵水法
院坚持“一岗双责”，细化党组主体责
任和纪检监察监督责任，层层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陵水检察
院形成了“检察长—分管领导—部门
负责人”传责递压的责任传导体系，

压紧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在党建工作的引领下，去年陵水

“两院”职能工作均取得了喜人的成
效。2017年，陵水法院共受理各类
案件4309件，审执结4205件，结案
率97.58%，结案标的额4.32亿元，有
力保障了陵水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陵水检察院在该县党风政风
行风建设群众满意度社会评价中排
名前列，办案效率与质量均得到提
升，有3个集体和4名干警获得省部
级以上表彰奖励。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

“两院”以党建锻造过硬队伍

陵水去年为38万余人
购买社会治安保险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冰）日前，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政法综治工作
会议上了解到，陵水社会治安综合保险模式开创
全省先河，率先实现矛盾纠纷事前防范和事后补
偿一体化市场运作机制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去年陵水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
合保险试点工作，投入约1100万元保费，为全县
8.8万户38万余人购买社会治安保险，通过建立
社会风险转移机制，为群众治安灾害事故及时提
供经济补偿。

会议要求，2018年陵水政法综治工作将继续
以防控各类安全风险为着力点，深化司法、社会治
理等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和
网格化服务管理“三位一体”新机制等建设工作，
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队伍建设。

会议指出，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禁毒三
年大会战及“扫黑除恶”等专项斗争，履行好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确保实现年
度“六个不发生”。

会议强调，要为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纪念活动等重大敏
感时间节点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的政治
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
服务环境。

“候鸟”名家在校园
成立工作室
助力陵水教育事业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 胡阳）“握笔要轻松，运笔才自如”，3月28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苏维埃红军小学的一
堂书法兴趣班，现居陵水的国家一级美术师李有
春正在指导学生们进行书法写作。当天，陵水“候
鸟”美术名家工作室在该学校揭牌成立。

据介绍，在文罗苏维埃红军小学成立“候鸟”
美术名家工作室，旨在借助这个平台，吸引“候鸟”
美术人才在陵水休闲度假期间，能够参与到当地
的美术教学工作，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和文艺工作
发展。

“我希望，我的加入能够从艺术方面大力弘扬
红军精神，助力文罗红军小学打造成为一处重要
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李有春表示。

时隔一天，3月29日，“候鸟”音乐名家工作
室在陵水中学成立，这有利于补足该县音乐领域
人才匮乏的短板，推动音乐教育发展。该工作室
吸引了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空政文工团国家一级
演员接厚芳加入，她将不定期去到校园，给学生上
声乐课。

近年来，陵水高度重视“候鸟”人才工作，出台
了多项人才政策规定，先后成立了大里、富力湾

“候鸟”人才之家以及清水湾“候鸟”人才工作服务
站等服务平台，凝聚了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
为该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
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土实
用技术人才，为陵水县域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陵水持续高压开展
违建整治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李霜梅 陈海琼）今天，随着执法人员发出指令，位
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桃万村安置区的6栋违
建民房接连倒地。

连日来，陵水相关职能部门联合乡镇政府严
厉打击违法建筑，从严从快推进违建整治工作。
两天前，在光坡镇坡尾村安置区，多部门联动依法
拆除3栋违建民房，共计约6000平方米。

据介绍，这些被拆除的民房多数为当地村民
与非本地居民合作，未经报建审批或未按照报建
许可内容，擅自修建了超控高度和超规定面积的
楼房。当地政府早前已向当事人发出《责令限期
拆除通知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强制
拆除决定书》，但当事人并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
除违法建筑。

记者从英州镇政府获悉，3月30日，该镇将
组织人员对大坡村7栋违法建筑进行拆除，预计
拆除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对于违法建筑，我
们坚持保持高压态势，做到发现一处、拆除一处，
震慑一片。”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连日来，在新一轮违建整治行动中，该县已依
法拆除英州镇万福村、光坡镇港尾村、椰林镇桃万
村违法建筑约2.1万平方米。

全省安全生产年度考核

陵水连续5年获评先进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冰 张德嘉）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陵水黎族自治县
2018年县安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及2018年全县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获悉，陵水2013-2017连续
5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年度
责任目标考核先进单位。

据了解，2017年，陵水树立“红线”意识，强化
“底线”思维，通过注重源头防范，着力改革创新，
狠抓责任落实，加强监管执法等措施，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的发生，实现了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稳定向好，做到了全年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 3月27日，陵水黎族自治
县在润达现代农业产业园举办圣
女果新品种现场观摩会，与会人员
对新品种进行品鉴。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符宗瀚 摄

3月29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安马洋上，科研人员正在为水稻进行人工杂交。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圣女果种植现状

品种过于单一，一定程度
会制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抗病毒品种，无论从
果实性状、口感、糖度等表
现都不亚于千禧

生长势居中，抗病性
强、果实性状较好，糖
度较高

新品种

年种植面积

6万亩
主要品种

千禧

局限

云河

艳妃202
粉樱

陵水党建

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