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杨耀科）6月 11 日，昌
江黎族自治县公布第二批全流程互
联网“不见面审批”事项目录，共有
128项，主要涉及该县20个机关单
位以及8个乡镇的政务审批事项。
截至目前，昌江“不见面审批”事项
共达492项，约占审批事项总数的
73%。

昌江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增加“不见面审批”事项数量
较多的单位是昌江城管局，该局新增
了市政设施建设审批等10项“不见
面审批”事项，上述事项实行“不见面
审批”之后，将助力提高城市建设管
理工作效率。此外，昌江发改委新增
了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政府投
资项目实施方案审批等5项“不见面

审批”事项。“今后，扶贫、教育等政府
投资项目审批事项都可以直接通过
政务互联网进行办理。”该县发改委
政务窗口工作人员介绍，这对于加快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将发挥促进
作用。

据统计，入驻昌江政务服务中
心的审批事项共有678项，截至目
前，已有492项纳入“不见面审批”

事项目录，约占审批事项总数的
73%。“让政务大数据多跑路，让企
业和群众少跑腿。”昌江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今后将进一步深化“放
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为
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提供更加高
效的服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

昌江公布第二批“不见面审批”事项目录
涵盖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方案审批等12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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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名优秀机关干部
“下沉”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李德乾）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昌江
黎族自治县2018年选派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
队部署动员大会上获悉，今年昌江从县直机关增
派的67名干部已奔赴各贫困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员，其中任驻村第一书记的31人。

会议强调，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员到贫困村任职是推动精准扶贫的实际行动，是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培养锻炼干
部的有效途径。按照工作安排，驻村第一书记到
任后，要切实发挥好基层党建“火车头”、农村发展

“领头雁”、党群关系“连心桥”和维护稳定“润滑
剂”的作用，加强调研摸清村情民意，因地制宜推
进工作，全力助推昌江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悉，自2015年以来，昌江先后选派两批共
46名机关优秀干部到建档立卡贫困村、软弱涣散
村和问题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3年来，驻村第
一书记扎根农村、实干苦干，以过硬的作风、扎实
的工作、优异的扶贫成效赢得了群众信任，也为该
县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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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快讯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李德乾 杨耀科

6月12日上午，位于昌江黎族自
治县叉河镇的鑫龙海塑料制品加工车
间，一台台机器快速运转，不断发出嗡
嗡的响声，与其他工友站在机器设备
旁忙着加工制作编织袋不同的是，34
岁的杨建南双腿盘曲着坐在高脚凳
上，正在神情专注地制作编织袋折口，
凳旁还斜放着一根拐杖。

只见他两手的拇指、食指均戴
着橡胶保护膜，将编织袋左右两个
边角均匀地往里塞，再对齐、折叠，
最后将折口完毕的编织袋整齐叠
放，几秒钟之内，制作编织袋折口的
这道工序就完成了。“在这干工按绩
效领工资，制作一个折口能赚1.7分
钱，我刚上岗半个多月，还不太熟
练，1天最多能制作2000多个，有些
工友手巧，1天能制作8000个以上，
每月绩效工资有四五千元。”杨建南
说，这周以来他制作折口的手法已
经娴熟很多了，估计下个月就可以
赶上工友的水平了。

杨建南是昌江海尾镇新海村人，

患有小儿麻痹症，自幼双腿萎缩需要
拄拐杖才能行走，妻子同样是残疾
人。夫妻两人结婚后育有两个小孩，
由于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种的几亩
橡胶林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
家境一直十分贫寒。

“我腿脚不好使，但这两只手也
不笨，我不怕吃苦，政府能不能帮我
找一份工作？”昌江劳动就业局局长
李腾空清楚地记得，5月下旬，在海
尾镇新海村扶贫就业招聘现场，杨建
南拄着拐杖来到现场，专门找到了
他。听了杨建南的一番话，李腾空立
马开始着手联系用人单位。厂址设
在叉河镇的海南昌江鑫龙海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剑飞获悉这一
情况后，当即在电话里允诺：“马上安
排合适的岗位。”

据悉，该企业主要生产塑料丝、绳
及编织品、其他塑料制品，现有在职职
工100余人，其中残疾员工32人。目
前，共有19名昌江籍残疾员工在厂务
工，是当地一家远近闻名的爱心企业。

“这可是我的第一份稳定工作，我
可不能辜负政府的用心帮扶，一定好
好干！”5月23日，昌江劳动就业局专

车送杨建南到厂里上班，从最基础的
编织袋折口岗位做起。一个星期后，
在昌江扶贫办的沟通协调下，杨建南
的妻子也来到该工厂干起了编织袋折
口工。杨建南高兴地告诉记者，厂里
专门给他们夫妻俩安排了一间宿舍，
周一到周五在工厂安心上班，周末回
家，生活很方便。

“就业帮扶首先要摸准贫困户的
就业需求，才能真正帮到贫困户的心
坎里。”昌江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自今年5月以来，为解决全县127户

“零就业”贫困家庭共212名劳动力
的就业问题，昌江劳动就业局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组织用人单位分赴全县
8个乡镇，将扶贫就业招聘会搬到各
个贫困村举行，成效十分明显。此
外，昌江还多举措创新就业帮扶机
制，力推“招聘进夜校，岗位送上门”
模式，在广泛开展入户调查掌握贫困
户就业需求的基础上，积极与本地用
人企业对接，促进人岗匹配，帮助贫
困户劳动力尤其是“零就业”贫困家
庭劳动力实现就业，海南银湾美高梅
花园酒店、美团外卖等40余家县内
外企业先后提供保洁、保安、水电工

等工作岗位483个。截至目前，共有
146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达成
就业意向，实现就业的贫困户劳动力
有31人。

接下来，昌江将建立健全“零就
业”贫困家庭就业信息数据库，对“零

就业”贫困家庭实施“一户一策”，通过
公益性岗位安置、劳务输出、技能培
训、职业介绍、入户招聘等一系列就业
帮扶政策，帮助更多贫困户劳动力实
现就业，助推昌江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杨耀科

说话条理清晰，语速有时刻意放
缓，走在村头巷尾之间，碰到村民就
露出真诚的微笑，总爱主动上前问问
猪、牛、羊等的养殖情况，再聊聊橡
胶、芒果市场行情，还时不时掏出小
本子记录，这是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牙营村驻村第一书记刘镇源到任
半个多月以来给村民们留下的印象。

“有些村民普通话说得不太顺畅，
驻村工作，我讲得慢点他们才听得懂，
才好交流。”刘镇源是省国税局主任科
员，5月下旬刚过完30岁生日的他来
到牙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从石碌镇政府出发，往东南方向
驶行约3公里，就来到了牙营村。从

村口起，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几乎贯穿
整个村庄，村道两侧绿树成荫，环
境卫生整洁。“牙营村的村容村貌给
了我不小的惊喜！”刘镇源说，该村美
丽乡村建设在加速推进，成绩让人欣
慰，不过脱贫攻坚的任务还比较重，
令人不敢有丝毫懈怠：全村共有255
户，此前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3户，
2016年脱贫30户，2017年脱贫18
户，还剩5户未脱贫，今年新增1户贫
困户。

对于村里的产业现状，刘镇源也
清晰地记在脑海里：全村土地面积有
2229亩，其中水旱田面积500多亩，
主要种植橡胶、芒果、水稻等；养殖方
面，黑山羊合作社已有5户入股，2家
和牛养殖合作社共有62户入股，目

前有10户在种桑养蚕，每两周出茧
一次每户可以获利800元左右，2017
年全村年人均收入3800元。

“村里有四五百亩稻田，基本上
年年都能丰收，虽说产量上去了，产
值却一直上不去。”刘镇源举例说，现
在普通稻谷每公斤市场价约为3元，
即使亩产量500公斤，一亩地的种植
收益也只有四五百元。近日，刘镇源
正与村“两委”干部着手开展市场调
查，计划通过改种优质水稻品种或圣
女果，进一步提高村民的农业种植效
益。在他看来，目前村里的主导产
业、特色产业发展思路还不清晰，粗
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产业发
展亟待由分散型、个体化、碎片化向
集约型、组团化、规模化转变。

6月12日晚，暮色渐浓，但牙营
村委会办公楼党员活动室依旧灯火
通明，在镇村干部的努力下，由昌江
劳动就业局主办的牙营村创业扶贫
培训班正式开班，专职讲师通俗生
动地讲述着海南各市县一个个通过
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致富的故事。台
下，百余名青壮年劳动力认真聆听，
每到授课精彩之处，大家就不由地
鼓起掌来。

夜色笼罩，村道上一盏盏崭新的
路灯照亮房前屋后。培训班上，村民
们奋勇争先的学习风气，犹如盛夏之
夜林荫下吹拂而来的阵阵微风，让人
提振精神，也让刘镇源更坚信：“加快
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大有希望！”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

“产业转型，推动乡村振兴”
——昌江牙营村驻村第一书记的扶贫思考

文化和自然遗产
宣传系列活动举办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林朱辉）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
造“非遗”保护良好社会氛围，6月9日，2018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昌江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在石碌镇黎之韵展销馆拉
开帷幕。

在当天活动现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展示及
互动体验，黎族织锦、黎族藤编和牛皮凳制作技艺
展示等多个原汁原味的节目展演，吸引不少市民
游客到场观看，了解和感受昌江丰富多彩的文化
和自然遗产。不少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用心
向“非遗”传承人学习黎陶制作、藤条编织等技艺，
体验昌江文化的魅力。

此次活动由昌江文体局指导，昌江文化馆主
办。据昌江文化馆办公室主任郭宏明介绍，目前
昌江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项，省级“非遗”项目6
项，县级“非遗”项目29项，通过举办宣传展示系
列活动，可以进一步提升昌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知晓度，也能让更多人参与“非遗”项目的保
护和传承。

昌江中职教育
今年招生470人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林朱辉）记者今天从昌
江黎族自治县教育部门获悉，今年昌
江中等职业教育计划招生470人。

据介绍，昌江黎族自治县职业教
育中心是该县唯一以中职学历教育为
主、师资培训及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
培训为辅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基地，现
有在校生884人。目前，就读于该县
职教中心的学生可享受县委、县政府

“八免一补”优惠政策，每生每年可享
受各类免补达9000元。

此外，按照昌江教育扶贫有关政
策规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就读
县职教中心，可享受每年2000元的国
家助学金；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可
获得2000元的奖学金；参加单独对口
招生考试被录取的考生，可获省教育
厅一次性补助学费5000元。

6月13日，石碌河第三大桥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多名工人在桥面上操作架桥机作业。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毓慧）“15万
元第三次，成交！”日前，在昌江黎族自治县“芒果
树王的微笑”公益拍卖会暨2018昌江“微笑芒果”
公益计划启动仪式上，随着最后一件拍品“芒果树
王的微笑”百年芒果礼盒竞拍成功，本次拍卖会推
出的63个树王芒果共拍得54万元。

作为“2018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动的重
头戏，当天共有30余家企业、近100名社会爱心
人士参与了本场公益拍卖会。据介绍，此次拍卖
的竞拍品都是昌江树龄达100年以上的芒果树结
出的果实，每个礼盒中装有9个芒果，总计63个芒
果。现场竞拍过程中，落槌声数度响起，63个树王
芒果最终共拍得54万元。据悉，这笔钱将全部捐
献给昌江教育发展基金会。

据介绍，5月26日，“2018芒果飘香昌江情”
旅游活动盛大启幕，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同意，本次旅游活动专门增设评选“百年芒果树
王”环节。在随后的评选工作中，活动组委会通过
对昌江全县范围内的百年芒果树进行摸底，综合
树龄、树貌、生长状态等因素，结合网友投票与专
家评审最终认定，昌江霸王岭下一棵树龄已有
325年的芒果树（第11号候选树）最终获得“百年
芒果树王”称号。当天，昌江有关部门还为这棵芒
果树授牌。

此外，近日昌江还启动了“微笑芒果”公益计
划，网友可与芒果“微笑合影”后，将照片上传至指
定页面；每一名网友成功上传照片后，作为该项活
动的承办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南海网
就会为昌江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1元，助力公益
事业。

“芒果树王的微笑”公益拍卖会举行

63个树王芒果拍得54万元

昌江开展环保系列主题活动
倡导群众为文明创建活动出力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郭晶晶 陈家漠）6月5日是第四十七个世界环境日
和第四个中国环境日，自6月初以来，昌江黎族自
治县积极组织开展“6·5”世界环境日系列活动。

据介绍，在世界环境日前夕，昌江开展全县环
保电影大放映活动，组织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群
众、企业代表在石碌镇兴业影城观看环保教育影
片《后天》。该影片讲述了未来的某一天，大自然
终于无法忍受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全球气候变暖，
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气候变化，人类面临残酷的
生存考验。这次观影活动，让更多的人正视当前
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到环
保公益事业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倡导环保低碳
生活。

此外，昌江还联合企业开展登保梅岭捡垃圾、
宣传咨询、公众开放日及昌江核安全知识演讲比
赛等系列宣传活动，加深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
理念，号召全县人民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
为全县的文明创建活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昌江摸准贫困户就业需求，对“零就业”贫困家庭实施“一户一策”

“就业帮扶，帮到贫困户心坎里”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
科）作为昌江黎族自治县“千亿项目
大会战”中的项目之一，石碌河第三
大桥项目自2016年 12月开工建设
以来，各项施工工作顺利推进。记者
今天从昌江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该大
桥预计于今年12月竣工，并实现功
能性通车。

今天上午，在石碌河第三大桥施
工工地，只见桥墩等桥梁下部结构已
全部完工。据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许
平介绍，石碌河第三大桥起点位于石
碌镇昌盛路，终点与建设西路相接，全
长1.051公里，其中桥长356米，桥宽
36.5米，为双幅桥，共有4个车道，设计
时速60公里每小时，并设置非机动车
道。近两个月正逢雨季，技术人员和
工人们努力克服不利施工条件，加班
加点推进工程建设进度。截至目前，
施工方已完成主体工程总量的65%，
预计今年12月竣工，并交付验收。

昌江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大桥建成投入使用后，不仅能为
附近数家大型建筑原料企业提供运输
干道支撑，还可极大地缓解县城区的
交通压力，方便市民游客出行，有力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

柬埔寨农业技术培训班
在昌江举行结业仪式

本报石碌6月13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林朱辉）6 月 11日，
2018中国（海南）柬埔寨热带农业技
术培训班结业仪式在蓝祥联农昌江教
学培训基地举行，来自柬埔寨皇家农
业大学的青年教师、应（历）届毕业生
以及在柬中资农业企业技术骨干共
14人结束了此次长达半个多月的培
训，顺利结业。

据了解，在此次培训中，蓝祥联
农公司结合昌江热带农业发展情
况，以“理论+实践”的方式为学员
们讲授了热带亚热带水果病虫害
防治及生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
课程内容。

石碌河第三大桥预计今年底通车

制
图/

王
凤
龙

6月12日，杨建南（左）在车间内制作编织袋折口。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