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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澄迈不断优化引才机制，推动各类人才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今年将在重点产业园区设“人才驿站”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 吴清文）“澄迈山清水
秀，入驻的优秀企业众多，很适合我
们年轻人发展。”5月25日，澄迈县人
才服务平台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揭牌
成立。该平台先期共开设6个窗口，
面向全县人才提供人才认定、人才落
户、社保办理、子女入学、档案托管及
出入境管理等“一站式”服务。当天
一早，湖北籍女青年毛秋月便赶到窗
口前，成为首个向该平台递交落户申
请的申请人。

不仅是毛秋月，自省委印发《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以来，澄迈县相关部门已接受人

才相关政策咨询480余人（次），完成
人才落户申请78人。澄迈县委组织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澄迈还将在
重点产业园区设立“人才驿站”，为各
类人才提供学习交流平台，同时出台
人才安居相关政策，加快人才公寓等
安居工程建设，为引进的人才在澄迈
安居乐业创造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努力
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
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
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为此，
澄迈始终坚持“双驱”发展战略，以
人才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不断完善

人才体制机制建设，在全县营造识
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和
风气，使人才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整
体素质不断提升。

在扶持返乡大学生创业上，目前，
澄迈县加快推进第四期返乡创业大学
生扶持奖励项目，共将为58名优秀的
返乡创业大学生发放254万元资金。
据悉，这一项目自2013年启动，现已
累计投入876万元，共扶持了212名
返乡大学生创业，带动解决就业近
4000人。他们当中不少人下沉农村、
深耕农业，有效促进解决乡村振兴战
略中“谁来振兴”等问题。

在充分利用“候鸟型”人才上，澄

迈县今年深入金江、老城、永发、大丰
及福山5镇共 96个商住小区，开展

“候鸟型”人才信息采集工作。经摸
底，5镇“候鸟型”人才中，约有5名享
受国务院津贴专家、研究生以上学历
或副高职称120余名，“其中，60岁至
69岁年龄段占到人才总量一半，人才
结构较好。”澄迈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澄迈已建立一个全县性的“候
鸟型”人才交流平台，结合柔性引才机
制，开展“候鸟型”人才供需对接活动，
科学发掘和利用“候鸟型”人才这一独
特“智力宝藏”。

澄迈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澄迈

不仅为这类人才提供生活、购房和安
家补贴等，还通过实施其他优惠政
策、扶持资金等方式，鼓励中小企业
引入具有博士和正高职称的高端人
才、科技企业设立产学研机构，“据不
完全统计，近年来，澄迈共引进各类
高层次人才1800余名，他们在互联
网、生物科技、现代物流等领域各展
其才，为澄迈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
重要力量。”

此外，在项目引才方面，以海南老
城经济开发区为例，目前区内共累计
引进企业2583家、项目2836个，吸引
各类人才超28000人，占到全县人才
总量的56.87%。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近日，澄迈县桥头镇善丰村儒
头村民小组村民王国英的猪栏里又
有 8只小猪崽降生，这些皮毛黝黑
的小家伙相互挤在一起，争抢着在
猪妈妈身边喝奶的模样憨态可掬，
也让王国英紧锁的眉头，略微舒展
了一些。

“我现在还欠着20多万元外债，
压力不小，但我相信自己能够还完债，
奔向小康路。”王国英说，从家徒四壁
的贫困户，变为如今拥有近50头猪
（不含猪崽）、18头牛和60多头羊的
“养殖大户”，他的经历，可从一个“拼”
字开始说起。

1989年出生的王国英，兄弟姐妹
众多，父母常带病下地干活，微薄的收
入难以支撑全家的开销。2008年，王
国英选择离开故乡，到海口的建筑工
地上搬砖、运水泥，但即使他比别人工
作更卖力、更认真，不稳定的收入仍让
他“饥一餐、饱一餐”。

2016年底，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王国英心有不甘，但一时也想不
出合适的脱贫办法。“正发愁时，我从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上看到，不
少人靠养母猪、卖猪苗快速发财，我便
回家凑钱养猪，希望借此‘搏一搏’。”
王国英说。

王国英想尽快从20多年的贫困
人生中走出来，但他一迈出脚便发现，
这条路没有想象中容易。“首先，养猪
需要不少钱。”王国英从江苏引回了
20多头太湖猪，但随后猪圈的建设、
饲料的投入都令他犯了难，“我先后找
银行借了2笔钱共10万元，却发现还
不够，就继续向亲戚朋友借。”

“豁出去了！”王国英告诉记者，如
果失败了，自己就重新打工还钱。可
太湖猪没有让他失望，作为世界上产
崽数最多的猪种之一，太湖猪第一胎
能生8至10个小猪崽，第二胎最多能
生20头，产崽量比本地猪高得多，再
加上太湖猪具有性情温驯、肉质鲜美、
杂种优势显著等特点，在市场上也很

受欢迎，平均每头母猪一年可下两窝
崽，价值超过1万元。

看到希望的王国英又借钱买牛
买羊，用销售牛羊的收入来填补太湖
猪长时间生长期的资金需求，并实现
脱贫“摘帽”。别看王国英自己光着
脚满山遍野地奔走，住的房子也十分
简陋，但他的猪却享用着他节衣缩食

购买安装的“饮水机”：有了这一设
备，只要猪嘴巴咬住出水口，潺潺的
水流就会顺着管道进入猪的体内，小
日子可滋润了！

“遇到小猪崽拉肚子等自己不
会的技术，我就上网查解决方案；查
不到的时候，我就去和养殖大户做
朋友，‘打入内部’取经。”王国英说，

今年 3月，自己第一次卖了一批公
猪和小猪崽，挣了2万多元，过几天
还要再售出20多只小猪崽，以缓解
贷款的压力。采访最后，他乐观地
说，只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踏踏
实实做养殖，相信自己这只“弱鸟”
定能飞得更高。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

桥头镇儒头村“80后”王国英贷款养太湖猪，靠双手实干脱贫

一个“拼”字创家业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家专

咬一口晶莹细腻的果肉，口感甘
甜脆爽，丰盈的汁水随即充满口腔
……5月30日，在澄迈县福山镇的金
澄超级无核荔枝种植基地里，风染红
了荔枝果实，一对对并蒂而生的超级
无核荔枝压弯了枝头。

一早，水果商黄煜就来到了超级
无核荔枝基地。“做了几年水果电商，
积累了一部分的超级无核荔枝老客
户，半个月前就在咨询我今年荔枝什
么时候能发货，我今天过来就是看看
果品能不能发货。”黄煜告诉记者。

占地面积达200亩的金澄超级无
核荔枝种植基地里，8000多颗超级无
核荔枝树是王廷标研究超级无核荔枝
36年的心血。如今，金澄超级无核荔
枝市场售价每斤可达368元。

“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民，研
究无核荔枝的方法很原始，就是在发
现中研究，在研究中创新，做了许多的
尝试罢了。”王廷标说。

善观察 勤研究
种出无核荔枝

“当时萌生种出无核荔枝的想法，
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我觉得事
在人为。”王廷标告诉记者。

1982年王廷标开始研究无核荔枝
种植。此后的6年时间里，为了寻找优
良母本，王廷标先从广东、广西引种荔枝
苗，未获成功。后来他又在省内的海口
琼山、临高、定安等有原始荔枝树分布的
地区寻找优良种质资源。就这样，王廷
标选出了37株海南荔枝优稀母树。

培育到1992年，有16棵树结果
了，其中又有两棵，在所结的几十枚荔
枝中，被发现有10枚是无核荔枝。在
此后的近5年间，王廷标天天盯着长
出了无核荔枝的这两棵树。为了看得
更仔细，他进行疏花，每根枝条上只保
留几朵花，对每朵花扬花、授粉、结果
的时间进行详细记录。在每天气温最
低的凌晨 3点和气温最高的下午 3
点，观察温度对荔枝生长的影响。对
无核荔枝从小胚芽到成品果每一步都
进行剖析描绘，对比胚珠的变化。

正是通过这样细致和不懈的观

察，王廷标渐渐发现无核荔枝无核的
“秘密”。“荔枝要无核，扬花时的气温
很关键，我发明的无核荔A4号就是
这样，一定要在气温低于22℃时扬花
才行。”经过不断试验，王廷标种出了
并蒂双生的超级无核荔枝。

为了改进荔枝口感，王廷标又研
究出为荔枝果肉护膜保鲜的方法，可
以达到剥开荔枝外皮护膜不破、锁住
果汁水分的效果。在他的改良下，超
级无核荔枝又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
无核荔枝护膜保鲜素、无核素等4项
专利发明，成为市场上热销的无核荔
枝品牌。目前，金澄生产的超级无核
荔枝无核率可以达到99.99%。

保品牌 做产业
坚决不降低标准

既然金澄超级无核荔枝的结果和
温度有极大的关系，那么温度达不到
要求，就会出现意外。2017年的冬天
是一个暖冬，天气热得也比较快。春
天到了，金澄超级无核荔枝树的花期
也到了，荔枝树杨花时没有达到气温
低于22℃的标准。

“当时就有担心无核率会降低，但
是父亲还是和以往一样种植。”王廷标
的儿子王斌回忆，到了结果期，枝头虽
被荔枝压弯了腰，但果实却正如父亲
所料，无核率降到了80%左右。

可对超级无核荔枝有着严格种植
要求的王廷标此时做了一个令人瞠目
结舌的决定：将所有的果实全部摘除
丢弃。“我对无核率的要求是99.99%，
现在达不到我就不能卖。”王廷标说，
金澄超级无核荔枝是多年心血换来的

品牌，不能因为这一季的收获就砸了
牌子。今年，金澄超级无核荔枝喜获
丰收。王廷标预计，今年园里荔枝产
量可达200吨。

尽管如此，王廷标还在研究超级
无核荔枝盆摘，并取得一定成果。接
下来，王廷标还计划打造国际荔枝品
种博览园，展出20多个国家的200多
个荔枝品种，开发国际品种荔枝采摘
园、旅游休闲度假村和荔枝酒等相关
产业。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

打造无核荔枝品牌

王廷标36年一直在探索

一县级强制隔离
戒毒所落成
总投资8700万元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朱怡榕）经过270天的紧张筹备、施工，5月28日
上午，澄迈县金江镇新落成一座县级强制隔离戒
毒所，总投资为8700万元，收押量为800人。

崭新的澄迈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占地面积94
亩，分为管理大楼、综合楼、备勤楼等。澄迈县公
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县新强制隔离戒毒所
是澄迈县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禁毒三年大会战
总体工作部署，有效解决收押容量不足的一项重
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除建设新强制隔离戒毒所外，
近年来，澄迈共投入500多万元改建澄迈县监管
区门诊部，独立收治病残吸毒人员；拨付专项资
金探索金江镇黄竹村、瑞溪镇罗浮村社区戒毒
（康复）延伸点建设，积极摸索吸毒人员社区管
理新路子、新模式。去年全年，澄迈共收戒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 834名，行政拘留吸毒人员466
人，使毒品末端消费市场明显萎缩，有力打击了
毒品犯罪活动。

海南迈嘉热带油茶
研究院成立
将携手中南林科大开展深入合作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叶上荣）昨天上午，海南迈嘉热带油茶研究院在澄
迈县金江镇揭牌成立。据悉，该研究院将与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携手，在人才引进、科研成果转化、
优秀品种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在海南，油茶是最常见的木本油料植物之一，
因其品质卓越、产业综合效益较高而获得多方青
睐。记者从揭牌仪式上了解到，近年来，澄迈县大
力推广油茶种植加工产业，并将其作为实施林业
生态富民工程的主要抓手之一。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油茶种植面积19160亩，其中成熟林2200
亩，年产值达865万元。

海南迈嘉热带油茶研究院院长、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林学院教授袁德义告诉记者，该校自1958
年起便潜心研究油茶及相关产业，在油茶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海南本土油茶品质好、价值高、生长速度快，中南
林科大将结合自身的科研创新优势，为该油茶研
究院引智引力，让海南油茶产业少走‘弯路’，快速
发展。”

澄迈专项整治酒驾毒驾

一天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38起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国辉）为进一步做好酒驾毒驾交通违法专项整
治工作，按照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工作要求，5月25
日晚8时，澄迈公安交管大队组织民警在金江镇
开展酒驾毒驾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据统计，该大
队当晚共出动警力50余人，检查各类机动车300
余辆，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8起，其中，摩托
车7起，大货车9起，其他交通违法22起。

此次行动中，该大队邀请媒体记者随警作战，
同时曝光交通违法行为和不文明交通行为，教育
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守法，拒绝酒驾、涉牌涉
证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为辖区营造安全、有
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学生眼疾病筛查活动启动
计划筛查3.2万人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记者刘梦晓）近日，
澄迈县启动学生眼疾病筛查活动。此次学生眼疾
病筛查活动将为澄迈县金江镇、老城镇、福山镇和
加乐镇等4个乡镇范围内的幼儿园及九年义务教
育阶段中小学校（含民办）学生提供眼疾病筛查，
计划筛查3.2万人，筛查对象覆盖辖区内3-15岁
各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

通过筛查项目的实施，活动积极配合省妇幼
保健院搭建海南省学生眼疾病防治网络，形成“普
查-追踪-分析-救治”全方位防治体系。同时普
及眼健康知识，改善学校和家庭的眼卫生环境，端
正学生用眼行为；建立全县学生眼疾病档案，对影
响学生眼健康的疾病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避免造
成视力损伤。

福山镇拆除
3处违法建筑
总面积超4100平方米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蔡莎莎）近日，澄迈县福山镇联合澄迈县综合
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对该镇辖区内违规占地建筑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共拆除红光居十
五连及博才村3处违法建筑，总面积达4154.51
平方米。

下一步，福山镇将继续加大拆违控违专项整
治力度，坚持“拆违”“控违”两手抓，通过建立定
期巡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对私
搭乱建的违法建筑做到“零容忍”，发现一起，依
法拆除一起，绝不姑息，确保实现全镇违法建筑

“零增长”。

创业故事

王廷标在果园察看荔枝生长情况。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日前，澄迈县桥头镇儒头村村民王国英，在猪舍里精心管护刚出生的太湖猪。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