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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快讯

本报石碌4月18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眼下正是香
水菠萝的收获季节。今天上午，昌江
黎族自治县举行十月田镇香水菠萝
推介暨电商+快递精准对接活动。
顺丰、京东、淘宝、百果园、海南农垦
等50多家涉农电商企业及香水菠萝
种植大户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以“寸土寸金十月田，
香水菠萝抢鲜甜”为主题，现场举行

了电商企业与本地种植大户签约仪
式，签约量达200万斤，总价值500
万元。此外，还举行了十月田互联网
农业小镇与快递企业和电商企业签
约仪式。

香水菠萝果实金黄、肉质爽脆
清甜多汁、甜酸适中的同时含有淡
雅香水味，以及外形美观、不易腐烂
等特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据了
解，十月田镇的香水菠萝种植面积

约1.5万亩左右。目前，十月田镇的
香水菠萝主要以线下销售为主，市
场集中在福建、东北、江浙等地，部
分外地客商也会到种植基地进行大
量收购。十月田互联网农业小镇负
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旨在打开
电商销售渠道，打响十月田香水菠
萝品牌，拓展农产品销路的同时，也
希望能培训菠萝种植户使用电商销
售当地特色农产品。

下一步，十月田镇还会实行集约
化经营和市场品牌化、电商营销化运
作，对十月田香水菠萝进行统一包
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同时加大力
度支持本地互联网小镇农产品交易
平台建设，推进农超、农企、农市对
接，加强与快递物流公司合作，拓宽
农产品销售市场，推动生态农业发
展，带领群众发展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

昌江谋划
木棉花海生态旅游区

本报石碌4月18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何顺彪）近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召开木棉花海生态旅游区概念规划汇报会，力
求用高区域规划定位，为一流的旅游资源配套一
流的投资、企业和项目，将木棉花海生态旅游区
建设成大花园、大景区和大舞台，助推“山海黎
乡大花园”建设。

据介绍，作为木棉花海生态旅游区核心的七
叉镇是我省十大最美乡镇之一，不仅有热带雨
林、高大挺拔成片的木棉树、百年芒果树群等资
源，临近的昌化江两岸生态保存也十分完好，加
之黎族苗族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古人类聚居地
——信冲洞等旅游元素，极适合打造成为连片的
旅游区。而近年来随着昌江着力打造的“昌化江
畔木棉红”旅游品牌已叫响省内外，前来赏木棉
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七叉镇、霸王岭和
王下乡片区，是昌江生态环境保存最完好、旅游资
源最丰富的片区，对昌江打造“山海黎乡大花园”
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打造全域旅游的重点区域，要
谋划打造木棉花海生态旅游区，就要突出建设以
木棉为主题的乡村公园，让农田变公园、农房变客
房，让农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

随着全域、全季旅游发展的铺开，坐拥生态
旅游资源的昌江后发优势明显，因此在打造木棉
花海生态旅游区的规划上，不仅需要有前瞻性的
理念，还要联合有实力的旅游企业共同开发建
设。此外昌江还将扩大规划范围，将整个七叉镇
纳入发展规划，同时注重昌化江两岸景点的打
造，使游客乐于乘船沿江上下游览两岸秀美风
光。在突出木棉景观打造的基础上，还将充分体
现民族、民俗文化，拉长产业链，旨在将整个片
区建设成大花园、大景区和大舞台，促进“山海
黎乡大花园”建设。

“河长制”工作有序铺开

全县188条河流
都有河长

本报石碌4月18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立了这个河道的公示牌，就是让群众
能够了解到这条河什么人管，怎么监督，为了让河
能够美化亮化，我们每天都派人巡逻，收拾清运垃
圾，还给沿岸居民做足宣传工作，让大家共同关心
这条河道。”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利站站长陆
文良对记者说。据了解，昌江全县188条河流，包
括省级河流4条、县级河流8条、镇村级河流176
条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河长。同时为进一步推进

“河长制”工作，昌江还出台了相关方案并成立了
河长办等机构及相关领导小组。

在石碌镇的多话河岸旁，记者看到，河长公示
牌上清楚标出了河流起始、河流长度、镇级河长、
河长职责等相关信息。在公示牌下方还有一个二
维码，只需扫一扫即可通过微信向河长上报涉河、
湖的违法行为。自施行“河长制”以来，流经昌江
县域内的每一段河道都有了明确的责任人，入河
排污、河道清理等问题解决了，河道环境自然向好
发展。

目前，昌江设有县级河长9人、镇级河长61
人、村级河长79人、河道专管员108人。河长分
级共治也实现了“河长制”到“河长治”的转变。陆
续设立的188块河长公示牌已全部覆盖了昌江河
流名录中的所有河流。

“自‘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生态环境也得到
了有效改善，如昌化江出海口在‘河长制’工作推
行前，涨潮后总是垃圾遍地，如今有了专管员巡
河，垃圾没了，非法采砂也得到了遏制。”昌江县水
务局建设与管理股股长沈艺超说，下一步昌江还
将按照有关要求，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等
相关工作。

本报石碌4月18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又是一年

“三月三”，又是一场黎族苗族的民
族文化盛宴。今天，昌江黎族自治
县启动了主题为“山海黎乡大花园·
相约共享‘三月三’”的系列庆祝活

动，庆祝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也共贺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上午天气微凉，在昌江文化
公园广场上，来自昌江 8 个乡镇
的参赛队伍伴着有节奏、有规律
的碰击声，敏捷地在分分合合的

竹竿间跳跃进退，将活动推向了
第一个高潮。

广场的另一角也是熙熙攘攘，
来自各乡镇的40名传承人的手工
艺作品展在这里举行。黎锦、编藤、
牛皮凳制作等闻名遐迩的民间绝活

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村民和摄影爱好
者前来观看、摄影。

在保突村黎陶体验馆里，一场
名为“土之美，火之魂”的黎陶文化
展演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在黎陶制
作传承人的带领下，不少游客还亲

身体验了黎陶的制作，感受着黎族
同胞在刀耕火种的年代，如何在这
片土地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

此外，昌江当天还举办了健身
游园活动、民俗趣味体育活动、特色
商品、美食一条街等活动。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文承彬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反映
党员干部问题线索349件，谈话函询
25件，初核313件，立案共211件，结
案186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人，
移送司法机关8人。”这是一份昌江黎
族自治县自2017年以来的纪检监察
工作成绩单，对于一个县而言，能够取
得这样的工作成绩，不仅得益于纪检
监察工作力度的加大，也得益于工作
机制上的创新。

自去年起，昌江黎族自治县纪委
通过构建纪检工作“中央厨房”的方
式，将全县各渠道收集的纪检工作线
索放到“一个盘子”里集中办理，不仅
提高了办案效率和精确度，也一改往

日“基层纪检力量薄弱、上级情况了解
片面”的状况，并在立案办案上实现了
突破。

疏通信息渠道、创新工作办法，借
助这间办案的“中央厨房”，昌江在不
断加大着纪检工作力度。

“你能想象，以前要办一件纪检专
案，只能抽出两个工作人员，不仅人均
工作量大，办案效率也上不去，很容易
让群众对我们纪检部门失去信任。”昌
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
任林琳坦言，随着对扶贫领域巡查力
度的加大，加之中央环保督查组反馈
的一系列案件，让不少纪检工作人员
工作量陡增。

但与县级纪检部门难以抽身形成
对比的，是乡镇、村一级的纪检工作人

员掌握大量线索和情况，却因为办案能
力不足而得不到妥善处理。“既然各有
不足，何不各取所需，干脆集中各级别
纪检力量对案件进行集中办理。”林琳
说，这样既弥补了上级情况了解不深
入的短板，也提升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办
案能力。“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原来只能
抽出两个人办的案子，如今整合各级力
量有至少7个人可以对案情进行分析
和研判，提升了办案的精确度。”

办案力量的壮大，带来的是效率
的提升。以此前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案
件为例，在处理十月田镇养猪场污染
案件的过程中，昌江各级纪检部门和
执法部门联动，仅用3天时间就将案
件妥善处理，不仅群众满意，也及时保
护了生态环境。

效率提升了，错误却在减少，通过
综合各方面意见和专案组意见，昌江
得以将一批违纪干部进行精准处理。
尤其让林琳印象深刻的，是昌化镇浪
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宏安
违纪案。去年，在昌江县纪委获悉李
宏安违纪线索后，通过“中央厨房”陆
续调查收集到其侵占土地补偿款、优
亲厚友等违反多项组织纪律、群众纪
律、廉洁纪律的线索，最终整合多方线
索对其作出了准确处罚。

“人手增加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更重要的是有效防止了‘灯下黑’。”林
琳说，“中央厨房”运行一年多来，有人
绕着弯子求情的案子不在少数，但案
件一旦进入了‘中央厨房’，在办案人
员的相互监督下，就能完全避免营私

舞弊的现象发生。
而昌江县纪委的领导班子成员也

每人对接负责一个纪检组的工作，同
时联络一个乡镇纪委，从上到下打通
办案流程和渠道，有效保障了“中央厨
房”的顺利运行。

“纪检工作永远在路上，除继续推
进‘中央厨房’运行外，我们也在探索
新颖的纪检工作渠道。”林琳表示，就
在近期，昌江将会上线“随手拍”举报
平台，广开言路，号召群众共同参与到
纪检监督工作中来。同时探索开设的
《聚焦》电视栏目也上线在即，届时昌
江这间纪检工作的“中央厨房”，也将
会端出更多群众满意、干部自律的“好
菜”来。

（本报石碌4月18日电）

昌江举行系列活动庆祝“三月三”

竹竿舞展黎苗风情 民俗技艺秀“非遗”魅力

集中各级纪委力量，“一个盘子”立案、办案

昌江打造纪检工作“中央厨房”

昌江加快推进
滨江旅游公路项目建设

本报石碌4月18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莹）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开
展了昌化江巡查工作，并就昌化江滨江旅游公路建
设项目展开调研。确保在坚决落实河长制，确保长
效治理、保护好沿岸生态环境基础上，加快推进昌
化江滨江旅游公路项目建设，将旅游公路沿带打造
成集花卉产业在内的热带高效农业产业带。

在巡查昌化江沿岸并了解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后，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昌江要建立起完
整、清晰、规范的入河排污口管理台账，清理整顿
各类违法设置的入河排污口，规范监管，进一步保
护好河流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加大协
调相关成员单位力度，确保长效治理落到实处。

而昌化江滨江旅游公路作为我省全域旅游公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昌江“1小时山海互动、
蓝绿相映旅游园”内的旅游公路。项目建成后不
仅将使县乡道公路的安全性和通行能力明显提
高，还将进一步完善昌江公路路网功能，有效带动
项目沿线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据了解，昌化江滨江旅游公路规划路线全长
24.376公里，起点位于G98环岛高速叉河互通，
往东接叉河至霸王岭旅游公路，沿线途经叉河、十
月田、乌烈、昌化等4个乡镇，终点位于昌化江入
海口，同时与西部滨海旅游公路相交，旅游公路设
计采用双向两车道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而为方便
徒步游客休息和自驾游客停车，公路沿线及设计
终点还将规划3处观景台、4处港湾式停车带。

组织开展4轮巡察工作
发现问题407个
立案14件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
移送政法机关2人

谈话函询25件
初核313件
立案共211件
结案186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人
移送司法机关8人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反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349件

其中

2017年以来

立案查处57件
较好地实现了对“极少数”的精准打击

建立完善《反腐败协调工作联络员制度》
等配套制度

反腐败协调小组成员向县纪委移送
问题线索或案件103件

今年2月6日县监察委员会
正式挂牌成立以来

制图/王凤龙

十月田香水菠萝亮相“三月三”
线上线下精准对接助力农民增收

4月18日，在昌江兴业世纪广
场举办的“三月三”特色美食品尝和
展销会上，村民们在品尝香水菠萝。

4月18日，昌江石碌镇保
突村的民间手工艺人，在展示
黎陶制作技艺。

4月18日，昌江的民间手
工艺人在展示织黎锦技艺。

4月18日，昌江十月田
镇代表队在文化公园广场参
加竹竿舞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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