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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共新增无籽蜜柚、荔枝、凤梨

等优势作物5000多亩
主要热带水果实现收入

2.34亿元
同比增长7.2%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增加值9.69亿元
其中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产值

1.8亿元
同比增长19.9%

农业 工业

成为澄迈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稳固支撑

服务业

互联网产业
海南生态软件园新

增互联网企业 143 家，

实现营业收入 40.6 亿
元，同比增长10.6%

一季度全县共新增企业377家

新增注册资本46.62亿元 同比增长23.1%

现代旅游业
全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68.64万人次，同比增长

25.7%，旅游收入达 2.81
亿元，同比增长22.2%

投资增势依旧稳健2

新增项目

7个

其中计划投资5亿元以上的项目有4个
10亿元以上1个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44.34亿元 同比增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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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澄迈监督举报平台上线一年，共受理举报投诉件178件

四类问题随手拍 举报“一键通”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记者刘
梦晓）“今天的豇豆收购价每斤3元
钱左右，价格好，从凌晨两点我就起
来摘了，七八个小时摘了几百斤。”4
月10日，在澄迈县瑞溪镇金永新路
的海琼蔬菜代销点，瑞溪镇塘边村村
民唐德卫将刚从地里采摘的豇豆运
送至此进行销售。

在代销点的分拣大棚里，20多
名工人对已经过秤付款的蔬菜进
行分拣包装，一旁等候的收购商曹
俊则检查着豇豆的品质。包装完
成后，豇豆将随着货车被运送到北
京、安徽、广东等地的超市里进行
销售。

“品质高、卖相好，送到市场上

很快就能销售一空。”正因如此，
曹俊已经连续13年到瑞溪收购蔬
菜。

代销点工作人员何德信则告诉
记者，当前代销点销售的蔬菜主要有
豇豆、辣椒和茄瓜，每天从代销点出
去的蔬菜有3万斤左右。

瑞溪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瑞溪的瓜菜种植面积约有2.9万亩，
是澄迈县种植瓜菜较多的镇。为了
保证对外输出的瓜菜品质达标，每
一辆从瑞溪运输瓜菜的车辆都会经
过检测，并发放合格检测单才能出
岛。今年以来，瑞溪已经对外销售
瓜菜 2.22 万吨，发出合格检测单
1109张。

瑞溪瓜菜
卖得俏
今年以来已对外
销售2.2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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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丽

“发现党员干部有违纪违规行
为，可直接通过手机举报，咱们群
众现在个个都能当监督员！”今天，
澄迈县一村民告诉记者，去年 10
月，自己通过澄迈“随手拍”监督举
报平台，举报仁兴镇拾村村党支部
书记周世经骗取种粮补贴款，最终
周世经被查，不仅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骗取的违纪款近6000元亦
全部上缴。

这并非个例。澄迈“随手拍”监督

举报平台自2017年4月启用后，为全
县群众搭建起了“指尖上的接访系
统”。据统计，该平台上线一年来，共
受理举报投诉件178件，其中涉及农
村事项75件，占比达42.1%。

澄迈“随手拍”监督举报平台主
要受理违反党纪法规问题、扶贫领域
和作风问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问
题、环保督查问题等4类问题，选择
对应问题类别后，即进入举报正文页
面。在该页面，举报人可输入5000
字以内的举报信息，并注明被反映对
象的名字、属地，同时选择实名或不

记名举报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允许举

报人最多上传4个图片或视频文件
作为附件资料，每个文件大小不得
超过100M。在上传资料并完成举
报后，举报人可获得一条查询密
码，供查询举报件的实时办理、反
馈情况。

澄迈县纪委县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主任林燕介绍，澄迈“随手拍”
监督举报平台开通后强化了社会监
督和群众监督，“在遭遇基层微腐败
和干部作风不严不实等问题时，群

众可通过手机第一时间向纪检监察
机关反映。”她认为，这大大提高了
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积极性。

澄迈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主任蔡
红说，该平台上线后，澄迈县、镇、村三
级服务窗口单位均摆有平台的宣传折
页，一方面群众可随时通过平台进行
举报投诉，一方面也对窗口服务人员
形成了震慑作用。

“这一年来，反映服务态度差等问
题的信访件已减少至1件。咱们纪检
监察人员前往各服务窗口暗访调查

时，不少群众表示，窗口工作人员的作
风问题得到较大改观。”蔡红说道。

澄迈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察委主任王海坚表示，澄迈县纪委县
监委下一步将对澄迈“随手拍”监督举
报平台进行全新改版，与时俱进增设
崭新模块，提高运行效率，力争做到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我们的目的
是要在第一时间发现和整治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到群众反对
什么、痛恨什么，纪检监察机关就坚决
纠正什么、查处什么。”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

澄迈举办招聘会助力脱贫攻坚

42家单位提供
近2000个岗位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记者陈卓斌）近日，
澄迈县2018年助力脱贫企业用工招聘会在文儒
镇举行。本次招聘会共有进场招聘企业42家，提
供各类就业岗位1911个，据统计，当天参加招聘
会的群众达300余人，其中贫困户280人，现场达
成就业意向15人，其中贫困户6人。

在招聘会现场的技能培训展示区内，培训学
校教师向应聘者展示了中式面点师、咖啡师、挖掘
机操作工等各类工种的培训内容；政策宣传服务
区则设立了包括工会知识、普法知识、就业创业及
劳动保障等多个咨询点，为群众答疑解惑，并提供
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咨询。

澄迈地税
推出“容缺受理”服务
材料不齐全也可被受理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咸瑜）“申报材料没带够，原以为我还要再跑一
趟，没想到业务竟能顺利被受理，缺少的材料还能
日后邮寄。”近日，海南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林女士
来到澄迈县地税局办税大厅，对这里的“容缺受
理”服务连连“点赞”。

据了解，这项“容缺受理”服务是指符合一
定要求的纳税人在办理涉税业务时，如果其提
交的主要申报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条件，但次
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税务部门可以先受理，事
后再由纳税人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邮寄等方式
补齐材料。

澄迈县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以来，办
税人员准备资料不齐全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长
途奔波的情况也不少见。为此，澄迈县地税局自
今年3月1日全面推行17大项共44小项涉税事
项“容缺受理”服务，以助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

澄迈获评“全国木本油料
特色区域示范县”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 （记者陈卓斌）记者
今天从澄迈县林业局获悉，中国林业产业联合
会木本油料分会昨天上午在广西百色授予澄
迈县“全国木本油料特色区域示范县”称号。

近年来，澄迈县大力推广油茶种植加工产业，
截至2017年底，全县已有油茶种植面积18860
亩，其中农民自种面积占8860亩、“公司+农户”
模式经营面积占3190亩、公司自种面积占6810
亩。去年，澄迈全县油茶产业的销售总额超过2
亿元。

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油茶产业，
澄迈已制定了油茶产业发展工作方案，明确到
2020年，全县油茶种植面积提升至5万亩以上，
鲜果年产量达到3.75万吨，同时培育1家至2家
龙头企业，建成2个1000亩标准化油茶生产示范
基地。

澄迈乡村美食美景醉游人

“村里吧吧”联盟
小长假揽金12.7万元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记者陈卓斌）“这里
风光秀美、菜肴可口，咱们大伙是吃了还想吃，来
了还想来。”4月7日，辽宁游客张柏杨驾车来到澄
迈县福山镇洋道村，一边品尝自己刚刚采摘的番
石榴，一边笑着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通过近两年的经营，洋道村已经
成为远近闻名的“石榴村”，并于去年加入“村里吧
吧”主题乡村共享联盟。

作为该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加乐镇加乐村村
民王和山很是自豪，“通过统一打造品牌和分享游
客、数据等资源，各个村的名气都获得迅速提升。
光今天一天，洋道村就迎来了近240名客人，销售
额超过2.5万元。”王和山说，算上其他的主题乡
村，清明假期该联盟已经接待的客人超过1200
人，总销售额达12.7万元。

据介绍，“村里吧吧”主题乡村共享联盟于
去年1月成立，目前已在澄迈打造出“洋道石榴
村”“加乐豆腐村”“效古沉香村”等5个极具特
色的主题乡村。游客们在其中任何一座村内旅
游，都可购买到其他村庄的特色农产品，体验乡
村文化。

澄迈今年以来
已拆违6934平方米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叶上荣）今天，澄迈县违法建筑综合整治指挥部在
金江揭牌成立。据悉，该综指部成立后，主要负责
摸清澄迈全县违建存量底数，研究制定整治方案，
监督指导各镇（园区）开展整治工作，并建立健全
综合整治长效机制。

据统计，2018年以来，澄迈县继续加大力度
整治违建，截至4月8日共开展整治活动8次，出
动人员303人（次），调用拆除机械10台（次），拆
除违法建筑6934平方米。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陈超）记者从澄迈县近
日召开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获
悉，预计（下同）今年一季度，澄迈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7.39亿元，同

比增长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
现13.5亿元，同比增长11.5%；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7937 元和 3798 元，分别同比增长
7.2%和7.3%。

澄迈一季度经济迎“开门红”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7.39亿元

发展采摘游 提升地瓜品质 发布身份标识

沙土村地瓜提高“含金量”

4月10日，工人们正在澄迈桥沙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桥头地瓜生产基
地采收地瓜。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家专

4月10日，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
格外热闹。村民种植的地瓜集中上
市了，从沙土地里挖出来的致富瓜堆
在田头，打包好后送到销售点，再由
早已等待多时的车辆送出村子，通过
繁忙的物流线路运到全国各地。

在这个丰收的季节，沙土村村民
的话题离不开地瓜：“收了多少亩”“卖
了什么价”……桥头地瓜的销售年年
走俏，价格向好，为种植户带来了更多
真金白银。同时，沙土村也通过发展
采摘游、升级桥头地瓜品质等手段提
高地瓜“含金量”。

丰收季带动旅游热

“每年的丰收季都是我们沙土村
最热闹的时候。还没到周末，我的电
话就要被打爆了，都是预约周末来挖
地瓜的。”桥头地瓜品牌越打越响，催
生了采摘旅游热。3年前，沙土村村
民杨英春瞅准时机，把自家的“地瓜
楼”改成了接待室，发展地瓜采摘游。

从3月下旬至今，仅20多天的时
间，杨英春家就已经接待了3000多
名游客。杨英春的地瓜田离家门仅
有几十米，游客们戴上草帽便迫不及
待地跑进地瓜田里，丰收的喜悦让游
客们流连忘返。5元一斤的“田头
价”，杨英春一天收入过千不是难事。

得益于桥头地瓜的品牌优势，澄
迈县以全域旅游建设为契机，自
2013年起先后投入1677万元，在桥
头镇建设完成沙土村、昌堂村等6个
美丽乡村。

以美丽乡村为基础，结合地瓜产
业，桥头镇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事业，
不仅推出了采摘游，还围绕福山咖
啡、陶艺园、妈祖庙、玉包港等周边旅
游资源推出“品咖啡——玩陶艺——
挖地瓜——祭妈祖——吃海鲜”的精
品旅游线路，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农民增收。2017年，桥头镇共
接待游客3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800万元。

培育新苗升级地瓜品质

“过去桥头地瓜虽然经济效益
好，却没有专业的团队保驾护航，地
瓜苗培育量不足，总是供不应求。”15
年前，大学生王文克返回家乡沙土村
种起了地瓜。9年前，王文克成立了
澄迈桥沙甘薯合作社，并将“桥沙地
瓜”注册成商标。5年前，沙土村村
民种植的“桥沙地瓜”年产值达8000
多万元，人均年收入从三四千元增至
9000多元。如今，已成为沙土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的王文克在为桥头地
瓜的保种育种奔波着。

今年一月下旬，澄迈桥沙现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所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将共建海南澄迈桥头地瓜
原种苗基地、海南澄迈桥头地瓜扩繁
苗基地等机构，共同打造桥头地瓜种
苗及产品的立体营销体系。两个多
月的时间，桥头地瓜原种苗基地不仅
已经建成，还培植了来自全球各地的
80多个地瓜品种。

“基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育
新苗。”王文克说，过去新苗供不应
求，不少农户就继续种老苗，种出来
的地瓜品质不够好，不利于桥头地瓜
品牌的良性发展。今年，基地培育的

新苗可供20万亩地种植，可以缓解
当前供不应求的现状。

基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则是从
品种上保证桥沙地瓜的优势。科研
人员从全球各地引进秧苗，选择优势
品种和桥头地瓜的秧苗开展组培实
验，升级桥头地瓜的品质和口感。

桥头地瓜将有“身份证”

4月10日中午，龚女士驾车专程
从海口来到桥沙地瓜分拣中心并购买
了十余箱桥头地瓜。“家人都很喜欢吃
桥头地瓜，在网上或超市里却经常会
买到假冒产品，所以才舍近求远来村
里买。”龚女士希望，如果能有相关的
措施给桥头地瓜做上防伪标志，那么
她就能放心购买了。

实际上，龚女士的愿望也是桥头
镇地瓜种植户的愿望。

王文克说，为了保护桥头地瓜品
牌形象，桥头镇将在近期举办的第四
届桥头地瓜节上发布桥头地瓜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只有在原产地产的桥
头地瓜才能使用该标志，“这就相当
于给正宗的桥头地瓜一个身份认证，
消费者可以通过识别标志认清楚正
宗的产品进行购买。”

（本报金江4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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