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今年 5 月，6 个省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 20.76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占比49.48%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今年陵水的
省重点项目有 6
个，总投资 496.09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41.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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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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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关注 陵水动态

本报椰林 6月 21 日电 （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谭馨馨）近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纪委县监委印发《陵水
县基层帮扶干部警示教育活动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在通
过在各乡镇开展扶贫领域警示教育
活动，不断强化基层帮扶干部的政
治意识、攻坚意识、责任意识，切实

提高基层帮扶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有效预防扶贫领域违纪违法现象的
发生，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良好
的政治生态。

《方案》要求，从6月中旬开始，
各乡镇每季度要对全体基层帮扶干
部组织至少一次警示教育活动，并
长期贯彻落实。内容主要分为三大

方面：一是组织专题学习，深入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
县委有关脱贫攻坚工作指示精神，
把握好脱贫攻坚正确方向，科学谋
划好脱贫攻坚工作；二是集中警示
教育，以扶贫领域已经公开曝光的
典型案例为反面教材，组织身边的

扶贫领域违纪人员现身说法，充分
发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警示、震
慑和教育作用；三是开展讨论表态，
组织不同层次的基层帮扶干部进行
座谈，查找帮扶干部在扶贫工作中
是否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假作为等问题，深刻剖析原因，以警
示教育助推问题整改。

陵水出台实施方案

各乡镇每季度都要组织扶贫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陈思国）蓝黄相间的喇
叭状滑道、垂直的竞速滑道、大型的
人工造浪池……6月20日，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富力海洋欢乐世界水乐园
区域，记者见到十几项水上娱乐设施
已经安装完成，工人们正抓紧进行园
区绿化、园内建筑内部装修、设备调
试等工作。

作为今年的计划竣工项目，富力
海洋欢乐世界项目正加快建设。“园区
共分为两大区域，水公园和陆公园。

目前，水公园已整体完成80%，陆公园
整体完成60%，今年12月水公园将对
外开放。”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家麟介绍。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项目建设是
陵水省重点投资项目加快建设的一
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
陵水6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76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占比49.48%，已
经确保实现省重点项目“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的预期目标。

今年陵水的省重点项目有6个，

总投资496.0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1.95亿元，包含富力海洋欢乐世界、
清水湾南国侨城旅游度假区、南繁科
技产业等。截至5月,清水湾南国侨
城旅游度假区、南繁科技产业、雅居乐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3个项目的年度投
资额均超过年度计划的50%。

省级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的同时，
陵水也在抓紧推进本年度的县级重
点社会投资项目及政府投资项目、一
般社会投资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政府
投资引导作用，着力加强“五网”基础

设施、教育、医疗、文化项目建设。
为帮助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做好开

园迎客的准备，也为更好地服务海南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陵水加快推
进总投资约13.22亿元的文黎大道建
设。这条连接起G98环岛高速公路黎
安互通立交出入口与富力海洋欢乐世
界的要道，目前已实现G223国道至终
点段的通车，预计年底能实现全线通
车。为确保项目有序有力推进，陵水
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多次带队深
入项目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陵水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陵水将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做好
项目要素保障，积极协调解决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保障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完成。按照陵水县委、县政府下达的
2018年全县投资项目责任分工部署，
各责任县领导、责任乡镇及配合部门
将严格对照责任分解表，为解决项目
征地拆迁、用地、落地开工等问题，自
觉扛起责任担当，发扬“马上就办”的
精神，确保项目推进和开工建设。

前5个月陵水完成省重点项目投资20.76亿元
占年度投资计划的49.48%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为进一步联合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近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制定了“一企帮一
村，社会共扶贫”精准结对帮扶实施
方案，引导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

帮扶的重点对象为 2014年至
2018年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特困
户、低保户，由企业和个人自选帮扶
贫困村、贫困户，制定帮扶计划。规
模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将以定点帮
扶、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英州镇商

会将负责组织动员有意愿、有能力的
企业参与结对帮扶活动。

在结对帮扶活动中，英州镇将引
导企业采取“党建+公司+合作社+贫
困户”的模式帮扶贫困村发展产业，
引导贫困村发展村集体经济，同时积

极引导发挥企业优势，帮助贫困村对
接外部市场，开展电商扶贫，畅通农
产品销路；通过多种形式，为贫困村
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此外，还
将开展技能培训等智力扶贫及助学
助医等公益扶贫。

英州镇引导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
以定点帮扶、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

本报椰林6月 21日电 （记
者李艳玫 通讯员符宗瀚）6月19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扶贫专
职负责人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
对全县各乡镇、帮扶单位的147
名扶贫专职负责人进行培训，提
高他们脱贫攻坚工作能力。

据了解，此次培训采取了专
题授课、案例教学、随堂测试等方
式，邀请了陵水扶贫办、教科局、
房管局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对最
新扶贫政策以及教育、住房、医疗
保障政策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陵水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脱贫攻坚工作是当前的首要任
务，基层扶贫干部要认清当前脱
贫攻坚的新形势，更加密切联系
贫困群众，通过开展各类帮扶工
作，不断推动脱贫攻坚工作任务
落到实处。

147名扶贫专职
负责人集中“充电”
提高脱贫攻坚工作能力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 （记者苏庆明）偏远
的村子里，一群身着黑色民族服饰的黎族村民，
专注又快乐地跳着竹竿舞……近日，一部名为
《大里的歌舞队》的微纪录片在网上流传，使陵水
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大里地区的村民歌舞队走进
更多人的视野。

大里位于陵水偏远山区，是黎族群众聚居
地。这部时长4分多钟的微纪录片讲述了为丰富
文化生活及开拓增收途径，几年前，大里村民自发
成立了歌舞队。面对底子薄、器材缺乏、与干农活
时间冲突等问题，村民没有退却，他们自制器材，
用晚上的时间排练，学习专业动作。如今，这一歌
舞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成为展示大
里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还能为游客表演节目，增
加收入。

“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村民们都觉
得很自豪。”大里驻村（区）第一书记韩斌告诉记者。

“我们发现深山里竟有这样一支歌舞队，很
震撼，所以就志愿拍摄这部片子。”纪录片拍摄团
队海南水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蔡科文说，

“两年前，我们帮大里拍过旅游宣传片，初步认识
大里，不到两年，大里的旅游逐渐发展起来，陵水
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正在‘生长’，我们希望记录好
它们。”

民间影视制作团队发掘

大里村民歌舞队
被拍成微纪录片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陈思国

“咚咚咚……”6月20日下午，在
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海航体育广场
的一间训练室内，伴随着一阵阵节奏
强烈的击鼓声，陵水龙舟队队员正在
紧张地训练。

一周前，在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
群众比赛龙舟项目暨2018年海南省
龙舟精英邀请赛中，这支由当地农
民、渔民、民兵、外来务工者等组成的
陵水龙舟队包揽了4个项目的金牌，
取得了总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该
队在去年举行的几次全国大赛中，均
进入了前八名。

以专业要求锻炼业余队伍

在2017年中华龙舟赛（海南·陵
水）总决赛中，面对多支由学生、专业运

动员组成的参赛队伍，陵水龙舟队顶住
压力，最终获得了总成绩第八名的成
绩，创下该队在全国专业龙舟赛事中的
最好成绩。“虽然我们是一支业余队伍，
但从竞技水平上看不比专业队伍逊色
多少。”陵水龙舟队教练柯华说。

时光倒回到2015年，由于没有经
过系统的训练，在当年的中华龙舟大赛
的多站比赛中，陵水龙舟队成绩不理
想。“队员动作不规范、配合度不高、体
能素质跟不上等，这些都是无法取得好
成绩的‘致命伤’。”柯华介绍。

针对队员的弱项，柯华首先着重
抓好体能训练。有氧操练、游泳训练、
空桨练习……这些体能训练项目逐一
列入训练日程安排中，并形成常态化。

抓体能训练的同时，柯华还主抓
技术训练。结合队员的实际情况，柯
华安排了速度训练、强度训练、水上
实训等，每次赛前还进行针对性的战
术训练，以赛代练，提高队员的实战

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

灵活方式让队员专心训练

该队领队叶太忠介绍，为了让
队员能够参加训练的同时又不影
响工作和生活，陵水文体局积极为
队员排忧解难，帮有工作单位的队
员出面协调相关单位请假参赛。
同时采取了“走训”的训练模式，
灵活调整训练时间。

据介绍，陵水龙舟队训练采取业
训、走训与集训3种方式。在业训期
间，队员在傍晚训练1个小时；在走
训期间，队员上午、下午各训练两个
小时。在比赛前两周时间会进行集
训，通常为一整天训练。“集训之前，
我们会帮助队员把家里和工作的事
情提前安排好，让他们安心集训与参
赛。”叶太忠说。

据了解，2017年陵水文体局制

定了龙舟队相关管理规则，明确规定
了训练分级管理、补贴发放管理、纪
律管理等，保障了队员权益的同时让
龙舟队的日常管理逐渐制度化、规范
化，朝着打造一支专业化龙舟队的目
标迈进。

记者了解到，在6月16—17日举

行的“加笼雨林杯”2018年中国龙舟
公开赛海南澄迈站比赛中，面对来自
全国7个省市的27支队伍，陵水龙舟
队取得总成绩第三名的佳绩。今年
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将继续在陵水
举办，陵水龙舟队期盼在家门口取得
好成绩。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

6月20日，陵水龙舟队在进行空桨训练。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一支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队伍，包揽了2018年海南龙舟精英邀请赛金牌

陵水龙舟队：业余队伍不“业余”

违规销售 违规代理

1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及3家中介机构被罚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近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房产管理局
获悉，在近期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活动，该
局发现了几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存在商
品房违规销售和违规代理等违法违规行为，并进
行处置。

其中，海南博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擅自销
售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房，根据相关法律条文，
陵水房管局对该公司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
款6.23万元；海南卡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旅
策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与衡水天阳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根据相关
法律条文，陵水房管局对这3家公司给予警告，责
令停止销售，鉴于这3家公司尚未在陵水进行中
介机构及经纪人员备案，陵水房管局对其限期三
个月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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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扬尘污染

陵水启动“智慧工地”建设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 （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陈思国）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住建局获
悉，今年陵水将推进“三个确保”，大力治理扬
尘污染。

记者了解到，陵水要求从今年起在建工程项
目须达到施工现场围挡封闭、场内堆土覆盖、进出
车辆冲洗、裸露土地绿化、施工主干道硬化、洒水
清扫保洁“六个100%”，方可进行施工报监和报
建工作，确保“六个100%”全面覆盖。

陵水还将确保扬尘噪音在线监测系统全面使
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
上的房建工程、工程造价5000万元以上的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安装，均将安装这一系统；临近市区主
干道的建筑工程，临近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
位、住宅等扬尘、噪音敏感建筑物的房屋市政工
程，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安置此系统。

同时，确保“智慧工地”完成建设。据介绍，陵
水住建局已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智慧工地”建设，
建设完成后将实现建设工地管理全过程闭环监管。

陵水住建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陵水
个别项目盲目赶进度，对扬尘整治工作不重视，对
整改意见不落实，未建立扬尘整治长效工作机
制。对此，该局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持续整改不
到位的，将把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列入企业不良
行为纪录，并通过全省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全过程
监管平台，向社会公布，限制参与招投标活动。同
时，该局还将开展全县建筑工地扬尘监测系统安
装使用情况专项检查。

陵水今年计划开展10期
青少年研学活动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增强团队意识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与科学技术局
组织约80名小学生以集体旅游的形式走进文罗
镇坡村，开展校外研学活动。

在坡村，小学生们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了
解历史，学习和传承革命精神。据了解，陵水青
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根据陵水的区域特色和学生
年级特点，制定了全年研学活动计划，计划今年
以不同的形式开展10期研学活动。根据计划，
陵水将组织学生开展基础文明教育、国防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尊师重教教育、集体主义教育、
法制教育，形式有主题竞赛、课本剧表演、夏令
营、讲故事比赛等。

陵水教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校外研学
活动，能够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提高动手能力，
增强团队意识，磨练意志品质。

6月21日，富力海洋欢乐世界“魔幻水寨”滑道已铺设完成。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