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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海南首个生物天然气加气站落户澄迈
今年10月将竣工投产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张仁圣）近日，澄迈县
政府与太平洋设计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明确双方将在基础设
施建设、教育和扶贫等方面展开一
系列深度合作，在5年内共同落地

约100亿元体量的基础设施提升改
造项目。

根据协议，太平洋设计集团承诺
将其海南省区域总部的注册地及办
公地点设在澄迈，并于今年完成注
册。同时双方将根据海南省整体发

展战略与澄迈县“十三五”规划，共同
推进市政交通、生态修复、景观提升
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据了解，作为太平洋设计集团
的母公司，太平洋建设集团是一家
以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为核心产业

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全国最大的
城市运营商之一。此次签订合作协
议后，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
新项目推进方式，建立全面合作机
制，助推澄迈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建
设迈上新台阶。

旅游质监+旅游警察+旅游工商+旅
游巡回法庭

澄迈“1+3”旅游
综合执法机构揭牌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李达贤）近日，澄迈县“1+3”旅游综合执法机构和
旅游数据信息中心揭牌，以进一步维护良好的旅
游市场秩序、确保游客合法权益。

据悉，澄迈“1+3”旅游综合执法机构包括
澄迈县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澄迈县旅游与环
境资源警察大队、澄迈县旅游工商分局和澄迈
县旅游巡回法庭等。澄迈县旅游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相关机构成立后，将更好地服务于该县旅
游行业，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旅游综合执法
体系，加快形成全县“一盘棋”的旅游市场综合
监管格局。

将不符合标准村民列为低保对象

仁兴一民政助理被处分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洪小姑）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纪委县监委了解到，日
前，仁兴镇纪委对仁兴镇政府原民政助理蔡亲达
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蔡亲达在任仁兴镇政府民政助理期
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正确履行工作职
责，将不符合低保标准的村民列为低保对象上
报，导致国家惠民资金损失。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仁兴镇纪委研究
并报镇党委批准，相关部门决定给予蔡亲达党内
警告处分。

冒充交警对车辆盘查罚款

3男子被刑拘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胜楠 李自修）记者今天从澄迈县公安局了解
到，该局日前侦破一起涉嫌冒充交警招摇撞骗案，
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关某天、李某南，另有同案嫌
疑人孙某杰于5月22日投案自首。

据悉，今年5月，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
群众举报称：在永发镇，有疑似冒充交警的男子对
过往货车进行盘查罚款。接报后，民警立即赶往
现场进行实地勘查走访，同时通过监控视频进行
分析研判、比对，迅速锁定了2名犯罪嫌疑人关某
天、李某南，并制定抓捕方案。5月18日15时许，
民警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解放路将该两名男子
抓捕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关某天、李某南对冒充交
警拦停过往车辆，进行口头现金罚款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该案另1名犯罪嫌疑人孙某杰也于5
月22日投案自首。

目前，该3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澄迈警方侦破一起诈骗案

男子租车后转手卖出
套现14万元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胜楠 叶儒均）近日，澄迈县公安局福山派出所
侦破一起涉及租赁汽车再“售卖”的诈骗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吴某华。

经查，2018年2月，吴某华计划将自己租用
的一辆丰田牌越野车，以23万元的价格“卖”给受
害人张某安。此后，吴某华以车辆办理过户需要
钱、自己要偿还他人债务等理由，先后向张某安索
要金额14万元，但车辆却迟迟不过户，也不交由
受害人使用。

不久，张某安便对此次交易产生疑虑，到交
警部门查询后，他发现车主并不是吴某华，且吴
某华所提供的《机动车辆登记证书》《机动车行
驶证》等证件均系伪造。此后，张某安多次找到
吴某华催还欠款，吴某华均以各种借口回避，分
文不还。目前，吴某华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创业故事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陈
卓斌）近日，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与海南神州新能源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协议，双
方将联合投资建设省内首个生物天
然气（车用沼气）加气站项目。据了
解，该项目第一座加气站将于今年
10月竣工投产。

据了解，双方合作的第一座加气
站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
道，与其他常规加气站不同的是，这

座加气站的气源由各类城乡有机废
弃物综合处理后产生。

据海南神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姚佳介绍，在距离
该加气站约3公里处，海南目前唯
一专注于通过对城乡各类有机废弃
物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以生产
生物天然气的规模化示范工厂——
隶属于该公司的澄迈生物天然气示
范工厂，已建成并运营3年。“该工
厂拥有着国内单体体积最大的发酵

罐，可实现日产车用沼气3万立方
米，为海口市和澄迈县超过80%的
城乡有机废弃物提供了相关处理服
务。”姚佳说。

在工厂内，记者看到了生物天然
气的生产流程：有机废弃物首先需进
入预处理车间“安检”，即初步挑出无
法回收利用的石块、废渣并进行稀释
等。下一站，有机废弃物将先后进入
2个储气量共达2.4万立方米的厌氧
发酵罐，在历经中温厌氧发酵、高压

水洗沼气提纯等多道高精尖处理工
序后，变为供车燃料和有机肥料。

“每投入800吨农业废弃物就可
产出约1.5万立方米生物天然气，可满
足125辆公交车一天的燃料需求。”姚
佳介绍，该示范工厂以其“前端环保，
后端新能源”的双向环保清洁模式，良
好的运行效果以及成熟的商业模式，
先后被列入科技部、农业部、财政部和
国家发改委支持的国家示范工程（或
基地）项目，作为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的示范样本向全国推介。
日前召开的省政府专题会议强

调，海南要以开阔的视野、超前的思维
和满腔的热情，认真分析、预判、研究、
解决重点问题，做好规划编制，努力在
全国乃至全球率先实现全域汽车清洁
能源化。姚佳认为，生物天然气作为
城市公交、汽车清洁燃料，可综合性解
决清洁能源供应、环境治理、城乡一体
化协调发展等系列问题，这对提升海
南综合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叶上荣）5月23日，记者
走进澄迈县网格化服务管理指挥中心
办公大厅，只见数十块大屏幕上显示
数十个重要地点，通过监控，工作人员
可以获取卡口的实施情况，并作数据
分析等后续处理。据了解，当前澄迈
将191个村（居）委会、1201个自然村
划分为648个网格，网格化工作已取
得明显成效。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网格化工
作，结合澄迈实际，深入推进县镇村三
级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建设了县级、
十二个镇级和部分村（居）级网格化服

务管理中心，实现了三级办公联动。”
澄迈县网格化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主任
王诒诚介绍。

2016年 12月，澄迈县网格化服
务管理指挥中心成立，完成了网格基
础信息采集。截至目前，网格基础信
息采集录入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等基
础信息68.5万余条，录入易肇事肇祸
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员信息2.6万
余条，为综治信息系统应用提供支撑。

自澄迈启动金江镇城东、城中
和博潭等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试点
工作以来，3个试点社区依托基层网
格员及时排除调解矛盾纠纷32宗，

调解率 100%。“3 个试点社区实现
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而将网格化管理与‘雪亮
工程’进行融合是网格化管理工作
的又一亮点。”王诒诚说。

去年底，网格员王丽卿在城东
社区走访群众过程中，听闻一名 2
岁小女孩在街道走失，立即上报城
东社区综治中心，借助城东辖区视
频监控点位指引，仅10分钟后就找
回走失小孩。

王诒诚说，目前澄迈网格化指挥
中心共链入“雪亮工程”一类点视频监
控727路、二类点视频监控84路，另

建设部分城区、乡村重要路段视频监
控177路，共计988路。依托综治中
心的联动机制，网格化与“雪亮工程”
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在治安重点地区
监控、重点人员管控等平安建设工作
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充分发挥
“雪亮工程”优势，通过公共区域视频
监控系统，针对县“双创”、城市综合
执法、道路交通等工作进行视频巡
查。截至目前，澄迈县网格化服务管
理指挥中心已向澄迈县城市综合执
法部门反馈巡查发现问题205个，向
澄迈县公安交警部门反馈巡查发现

问题258个，向澄迈县“双创”指挥部
反馈巡查发现问题821个，并不断完
善“12345+网格化”工作运行机制，
共督办365件、完成353件，督办率
达到96.7%。

下一步，澄迈今年还将投资1900
多万元建立网格化协同管理系统、综
合指挥调度系统、综治业务系统、综治
业务协同系统、综治大数据辅助决策
系统、综治数据可视化系统、公共安全
视频联网共享平台、视频解析平台等
八大应用平台与系统，构建综合性受
理、工作联动大平台，发挥最大性能，
为广大群众服务。

澄迈191个村（居）委会、1201个自然村被划分为648个网格，网格化管理成效初显

今年将投资逾1900万元建网格化平台系统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刘梦晓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有一种信念叫执着，有一种成功
叫坚持。

五年前，澄迈县福山镇侯臣村青
年蔡汝群返乡办果园吃农饭，坚持创
业，经过不懈打拼，最终收获了发展休
闲农业的成功喜悦。

火红五月，荔枝飘香。位于澄迈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对面的侯臣美丽
乡村荔枝园披红点翠，红中泛青的硕
大荔枝挂满枝头。这些天，蔡汝群的
荔枝采摘园陆续迎来一拨拨采摘荔枝
的游客。

“周末带孩子来这摘荔枝，好玩！
既过足了嘴瘾又能享受田园风光，还
能让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体验采
摘乐趣，增长见识。”来自海口的游客
徐丽华女士说道。

“荔枝开摘后，来采摘的游客特别
多，双休日有时一天就有上千人入
园。”蔡汝群说。

蔡汝群今年36岁，2000年，他考
上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汽车检测专业，
2003年毕业后，就被招进海马厂工
作，负责汽车下线调整工作，一干就是
10年。

2013年，随着乡村游的兴起，他
把目光投向了家乡。“当时乡村游刚起
步，我家有个荔枝园，有条件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让游客来体验荔枝采摘乐
趣，荔枝也能就地销售。”蔡汝群萌生

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2013年3月，他毅然辞职回乡发

展休闲农业，改吃农饭。
蔡汝群说，家里的20亩“妃子笑”

荔枝是1997年父亲蔡鹏林领着他们
兄妹种下的。因蔡汝群三兄妹均在外
打拼，家里的荔枝仅靠年迈的父母管
理。荔枝采摘后拿到市场上零售，也
卖不上好价钱。蔡鹏林告诉记者，10
多年前，福山、桥头等地的上万亩“妃
子笑”荔枝，因管理不善导致亏本，果
农们便砍掉了荔枝树，改种其他农作
物。但蔡汝群建议父亲留住这些荔枝
树，因为他坚信：只要用心，就能管好。

蔡汝群能吃苦，返乡后，他一心扑
在果园上，一天到晚都在果园里忙碌，
平时除了修枝、疏花和施有机肥临时
请村民帮忙外，其他活他自己干，决心

要花精力将荔枝管好。“过去由于管理
跟不上，荔枝产量不高，品质也不尽如
人意，如甜度不够，口感不太好，保鲜
期短。发展休闲农业，关键要提升荔
枝品质，这样才能赢得好口碑，引来更
多游客。”蔡汝群说。

蔡汝群上网查找了最新的荔枝管
理技术资料，结合当地气候、土壤等条
件，对荔枝进行精细管理。

“由于过去使用农药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荔枝品质。”蔡汝群坦言。
为此，蔡汝群改变荔枝管理方式：杜绝
激素和催熟剂，少使用农药和化肥，多
施农家肥，采用物理灭虫法。在他的
果园里，随处可见树上挂着各种粘虫
板、太阳能灭虫灯、害虫诱捕器，上面
粘满了各种虫子。一到冬天，蔡汝群
就全力清园，用石灰粉消毒，以减少虫

源。由于管理到位，荔枝总产量从过
去的2万多斤增至现在的4万多斤。

2014年5月，蔡汝群的采摘园正
式对游客开放，起初，整个采摘期仅接
待2000人左右，之后几年游客逐年增
加。今年5月12日开摘以来近半个
月，就接待了6000多人次。一年收入
至少20多万元，是5年前的好几倍。

为做大荔枝采摘游规模，2015
年，他在园内再开发一荒地，种植了近
百株无核荔枝。不久前还开挖了一口
鱼塘，准备发展休闲垂钓。

看着荔枝采摘园人气旺，还带旺
了周边的饮食、风情镇咖啡馆，蔡汝群
心里甜滋滋的。回想几年来的创业经
历，他悟出了个理：有付出就会有收
获，只有奋斗才能换来幸福。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

澄迈侯臣村蔡汝群精细管理荔枝，经营休闲采摘园，年收入逾20万元

结下荔枝缘 种出好生活

澄迈与太平洋设计集团
签署战略协议

双方将在基建教育
扶贫等方面合作

福山咖啡杯国际咖啡师冠军赛下月开赛

24名顶尖咖啡师
将同台竞技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李唐旭）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了解到，第七届中国福山咖啡杯国际咖啡师冠军
赛将于6月15日至16日在风情镇举办。届时，来
自意大利、英国、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共24名顶尖
咖啡师将齐聚此地同台竞技。

据了解，中国福山咖啡杯国际咖啡师冠军赛
自2012年开始举办，经过6届赛事打磨，已成为
中国咖啡业的一线赛事品牌，受到国内外咖啡顶
尖选手的关注，吸引大量咖啡人才积极参与。福
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比赛期
间，组委会还将举办咖啡精英论坛、中外咖啡选手
交流论坛、以及“福山咖啡之夜”等活动，助推福山
咖啡文化与时俱进，走向世界。

据悉，此次赛事由澄迈县政府主办，海南省咖
啡行业协会、中国咖啡联盟协办，澄迈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和澄迈福山咖啡联合有限公
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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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天然气
如何生产？

有机废弃物 预处理车间
进行“安检”，即初步挑
出 无 法 回 收 利 用 的 石
块、废渣并进行稀释等

2个厌氧发酵罐
储气量共达
2.4万立方米

历经中温厌氧发酵
高压水洗沼气提纯
等多道高精尖处理工序

变为供车燃料和有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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