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6月20日，

“澄迈党建”
推出“空中党课”栏目，

4个小时之内就有上
万名党员关注学习

2017年6月26
日，“空中党课”首期
播出后，“澄迈党建”
随即闯入海南政务
类榜单前十，位列

第六

2017 年 9 月 23 日，“澄迈党
建”以周阅读量41682，头条阅读量
2946，平均阅读量 1437，点赞数
2271，WCI指数55917的成绩一举
挺进全国组工系统党员教育微信影

响力百强，排在第二十九名

2017年8月24
日，“空中党课”作为
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优秀案例在

电视夜校中推广

2017年12月26日，“澄
迈党建”微信公众号入选
“2017全国组工系统党员教
育微信 影响力年度遴选”，以
561603的票数取得网络投

票的第四名

2017年，“澄迈党建”微信公众号共发布833篇文章，总阅读量达115万+，篇均阅读量为1387，点赞总数超过4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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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6月2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吴清光）“澄迈党建越来
越棒了，党员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让人耳目一新！”“期待每一期，澄
迈党员好声音。”……打开“澄迈党建”
微信公众号，在每一期的推送文章里，
几乎都有这样的微信互动评价。作为
澄迈县委组织部的官方政务微信，“澄

迈党建”微信公众号自2016年12月
16日开通以来，受到了广大澄迈党员
的点赞。

澄迈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琰
春介绍，一直以来，“澄迈党建”微信
公众号致力于打造宣传党的政策理
论的新载体，开辟党员教育学习的
新阵地，畅通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

新途径，成为展示澄迈县组织工作
的新窗口。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澄
迈党建”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有力推动了该县的组织
工作。

据悉，2017年，“澄迈党建”微信
公众号共发布833篇文章，总阅读量
达115万+，篇均阅读量为1387，点赞

总数超过4万个。
王琰春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打

造党员喜欢、干部认可、人才聚集、基
层欢迎、方便管用的微信平台，通过
微信互动，让广大党员干部及时获取
全县党建和组织工作的最新动态，进
一步提升澄迈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和
公信力。

打造政策宣传新载体，开辟教育学习新阵地

澄迈党建公众号“空中党课”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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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禁毒

澄迈动态澄迈在缉毒破案、打击收戒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多部门协同禁毒 人民满意度提升

违规销售商品房
4家企业被处罚

本报金江6月21日电（记者刘
梦晓 特约记者陈超）根据省住建厅关
于加大查处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工作要求，澄迈开展了一系列房地产
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活动，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市场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
序。在专项整治过程中，澄迈县房地
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涉及商品
房违规销售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
的有关房地产企业、中介机构及个人
做出处理。

澄迈魁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迈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
三林旅业开发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
均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
况下，违规销售商品房，违反了《商品
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依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处以警告，责令
该4家企业限期改正，并分别罚款人
民币3万元。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违规委托非房地产经纪机构销售商
品房，违反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商品
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八款
的规定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罚
款人民币3万元。

澄迈县房地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再次提醒，要求全县各开发企业、
中介机构守法合规从事销售活动。如
有违法违规扰乱市场行为，将进一步
严管重罚。

福山国际咖啡师
冠军赛落幕
澳大利亚选手夺冠

本报金江6月2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蔡莎莎）6月16日下午，
第七届中国福山咖啡杯国际咖啡师冠
军赛在“中国咖啡第一镇”澄迈福山咖
啡文化风情镇圆满落幕。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22名世
界级咖啡师精英经过两天激烈角逐，
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马修·列文
（Matthew Lewin）获得本次比赛冠
军，亚军和季军分别由哥伦比亚选手
和肯尼亚选手获得。

据了解，中国福山咖啡杯国际咖
啡师冠军赛自2012年开办以来，共有
来自世界五大洲的30个国家，160余
名冠军选手参加过比赛，已成为中国
咖啡业的一线赛事品牌，系中国咖啡
界的顶级大赛，是世界各国选手交流
咖啡技艺的重要平台，对发展壮大福
山咖啡产业、提升澄迈的世界知名度，
打造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咖啡交
易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澄迈县休闲农业协会
揭牌成立

本报金江6月21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李健）6月15日，“澄迈县休闲农业协会”
在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揭牌成立。

据了解，澄迈县休闲农业协会由澄迈县农
业局和澄迈县民政局主管，是澄迈县农业、旅
游、文化投资机构及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和企
业等组成的区域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
组织。

协会以澄迈农业文化创新服务大平台为
定位，旨在通过服务为会员搭建农旅文交流
平台，并配合政府举办各种农业、旅游、文化
指导交流活动，推动和促进澄迈县休闲农业
事业的健康发展；助推澄迈乡村振兴与脱贫
攻坚工作。

海南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县休
闲农业协会的成立，将协助农业局加快推动澄
迈县“共享农庄”创建及各项工作落实，推进该
县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农业一二三
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积
极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模式、新业
态、新路径。

2018第二届北部湾旅游美食博览会

澄迈富硒美食获评
“北部湾特色小吃”

本报金江6月2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李健）为了进一步宣传澄迈的旅游资源，6月
15日至18日，澄迈县组织县域内企业参加了
2018第二届北部湾旅游美食博览会，参展的富
硒产品荣获“北部湾特色小吃”和2018“海南十
佳名粽子”称号。

据悉，澄迈县组织了海南侯臣咖啡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澄迈村里吧吧乡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澄迈华联社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参加本次
博览会，设立了一个特展馆和六个标展馆，分
别展示了澄迈旅游资源及特色产品。

为了提高澄迈县特色小吃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该县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北部湾十佳名
小吃”和“海南十佳名粽子”的评比活动。经
过了一天激烈的比拼，海南侯臣咖啡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咖啡糕、澄迈华联社食品有限
公司的“瑞溪三宝”牛肉干和腊肠荣获“2018
北部湾特色小吃”称号；海南俊友食品有限公
司的蛋黄猪肉粽子荣获“2018海南十佳名粽
子”称号。

2018第二届北部湾旅游美食博览会旨在
通过旅游美食文化这一热点，主动融入北部湾
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助力北部湾城市群发展
和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澄迈举办
“助力脱贫”招聘会
46家企业提供1280个岗位

本报金江 6 月 21 日电 （记 者 刘 梦 晓
通讯员周敏）近日，澄迈县就业局在金江镇
举办“助力脱贫”企业用工招聘会，现场 46
家企业为全县广大求职者提供1280个就业
岗位。

招聘会现场，众多的求职者纷纷前来咨
询、应聘。他们认真阅读招聘信息，遇到感
兴趣的，还会主动上前询问岗位要求、待遇
等情况。

本次招聘旨在为有招聘需求的县内外各类
用人单位、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城乡富余劳动力、
有创业愿望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和其他有就业创
业意愿的劳动者搭建用工平台。促进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有效对接，搭建双向选择平台，满足企
业用工需求。

据悉，此次招聘会招聘企业范围广，岗位
涵盖丰富，且用工更为规范，就业服务内容
实。除组织好求职招聘活动外，相关部门还
为劳动者及时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技能
培训、权益维护等服务，确保求职者的就业更
加稳定。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家专 谢儒记

6月20日，在澄迈县强制
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戒毒所）
操场上，隔离戒毒的戒毒人员正
在进行体能训练，步伐整齐，口
号嘹亮；综合楼里的课堂上，传
来戒毒人员琅琅书声；手工车间
里，上百名戒毒人员有条不紊地
在流水线做着手工……曾经的
“瘾君子”已褪去颓废。正在参
加劳动的王某告诉记者，现在的
改造不仅让他戒了毒，还帮助他
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

澄迈县委常委、公安局长
潘秋光介绍，今年以来，澄迈全
县上下齐心合力，紧紧围绕“再
掀起禁毒新高潮”和“夏季攻
势”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地的特
点，强化各项措施，全力推进各
项禁毒工作。在缉毒破案、打
击收戒、场所整治、场所建设、
帮教扶助、宣传教育等各个方
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提前完
成了省禁毒委下达的各项任务
指标。

“街上能看到很多禁毒宣传标语，
还有工作人员专门发放禁毒材料，禁
毒的宣传氛围很浓，我们心里也很踏
实。”见到记者采访，在金江镇做生意
的李君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加大打击收戒力度，稳定社会秩
序，今年上半年，澄迈的禁毒工作取得

了较好成效。澄迈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大队长郑飞介绍，澄迈通过制定和实
行禁毒工作各级领导分片负责制，加
大了对禁毒工作的组织领导。

同时，澄迈县公安局定期安排公
安民警到广东海安港驻守检查，边防
部门对澄迈县境内海岸线和港口实行

严格监管，最大限度减少毒品入境内
流。而对于毒品出现频次较高的娱乐
场所，澄迈县公安局联合文体、工商等
部门开展巡查，发现涉毒问题严格实
行“一次性死亡”工作机制。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打击收戒，截
至6月10日，澄迈县共破获毒品案件

101宗，其中破获部级目标案件1宗，
破获省级目标案件1宗，抓获毒品犯
罪嫌疑人126人，完成“禁毒两打两
控”总任务的51.9%；强制隔离戒毒吸
毒人员230人，完成“禁毒两打两控”
总任务的63.7%，提前完成了在6月
30日前完成任务总数50%的要求。

“毒瘾易戒，心瘾难戒。”戒毒所
副所长何世学一语道出了戒毒工作
的难点。他说，许多吸毒人员来到
戒毒所，只要经过半个月左右不沾
染毒品，在生理上就基本戒了毒。
然而，每一位吸毒人员都要在戒毒
所进行长达 2年的戒毒，主要目的
是戒掉心瘾。

为此，戒毒所设计了一系列的
戒毒环节。针对刚到戒毒所的戒毒
人员，戒毒所主要为其进行体能训
练，恢复正常的饮食作息和体能。
此后，戒毒人员还将接受文化课、戒
毒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并开展手工
劳动。“两年下来，戒毒人员逐渐从
心理上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主动

地拒绝毒品，戒毒就算成功了。”何
世学说。

“戒毒人员戒了毒，还需要一个
和社会融合、找到工作和恢复自信
的过程，在基地打工，就是县里针对
戒毒人员开展的就业帮扶。”郑飞
说，当前，澄迈已经全面铺开戒毒康
复场所建设工作，筹建了仁兴新生

戒毒康复产业园，打造了金江镇江
南社区“社区戒毒+社区治疗+海岛
家园工程”三位一体社区戒毒康复
模式、永发镇卜罗村“党建+禁毒”党
员“1+1”就业帮扶模式和加乐镇沉
香加工等帮扶点，形成覆盖全县的
戒毒人员就业帮扶体系，共帮扶302
名戒毒人员就业。

6月20日，澄迈县妇联和永发镇
联合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 家庭平
安促和谐”禁毒大闯关系列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村民们认真阅读禁毒
资料，积极参与慧眼识毒、禁毒大转
盘、禁毒竞答等有奖游戏互动环节，
了解禁毒法律法规和识毒、防毒、拒
毒的知识。

当前，澄迈县公安局改变了单打

独斗的局面，连同多个部门开展禁毒
工作，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人人
参与的良好氛围。

澄迈县总工会、教科局、妇联、
团委、司法局等单位紧紧围绕全县
禁毒三年大会战的部署要求，开展
了“妈妈训教团”、创建“无毒校园”、

“老年广播站”“禁毒公益电影乡村
行”“禁毒琼剧下基层”等20多种形

式2500余次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
了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实
现了无一在校学生吸食毒品，最大
限度地消除毒品危害面。在此基础
上，澄迈各镇共设立了 212 支禁毒
护村队参与禁毒工作，发挥基层触
角作用，打牢了毒品问题整治工作
的群众基础。

通过综合治理，现如今，澄迈的

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全社会参
与禁毒工作氛围更浓，有效接警量
从原来的每日45个，下降至如今的
18个，多发性的“盗抢骗”案件同比
下降54.2%，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从原
来的88.5%上升至91.5%，取得了毒
品问题综合治理工作和社会发展双
赢的效果。

（本报金江6月21日电）

加强组织领导 打击收戒有力度

戒毒人员再就业 融入社会不发愁

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形势好转

■ 人民日报记者 王玉琳

“我们一家6口，原来的收入只勉
强度日，自从养了黑山羊，现在日子有
奔头了，多亏了小吴！”海南省澄迈县
永发镇贫困户黄克武充满感激。

“小吴”指的是该镇牧流羊场负责
人吴一凡，他2003年大学毕业，2010
年返乡创业，通过反复实践摸索，总结
出一套海南黑山羊养殖技术，并创办
养殖场。如今，年出栏黑山羊达2000
只，销售额约400万元，带动周边120
余户农民每户年增收近万元。

近几年，澄迈县出台多项帮扶措
施，与返乡大学生形成良好互动。截
至2018年5月，累计投入876万元，
共扶持212名返乡大学生创业，拉动
创业资金近1.5亿元，带动解决就业
近4000人。

果园里办起研究所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片园子连续
亏损七八年，已经难以为继了。”澄迈
县金江镇洪安蜜柚创始人安烁宇回
忆：“那时没想着要赚钱，就觉得自己
有技术，能把地种好！”

2009年，毕业于海南大学热带果
树专业的安烁宇夫妇，借钱买下50亩
柚子园，开始了梦想已久的返乡创业
路。

为获得优质果品，他们不惜除去
过多的花和幼果，每棵柚子树原本能
挂果200颗，通过3次疏花疏果后仅
保留50来颗。安烁宇说：“我们坚持
不使用化学除草剂，通过套袋、杀虫灯
等物理手法防虫；自制生态有机肥料，
增加土壤有机质，提升产品内在品质
……”这样一来，产出的柚子水分足、
口感好、无污染，八九月间就能上市销
售，很快被抢购一空。

初尝蜜柚的甜头，这对“80后”新
农民又联合海南大学专家教授组建研
究所，专门对无籽蜜柚的生长特性、病
虫害防治、品种改良等进行深入研
究。经过近10年种植经验总结，洪安
蜜柚获批“无籽蜜柚鲜果”“无籽蜜柚
嫁接苗”“无籽蜜柚生产技术规程”三
项行业地方标准。

在澄迈县永发镇的牧流山羊养殖
场里，吴一凡正在给一只羊羔安置耳
标编号，为的是给山羊“建档立卡”，防
止近亲繁殖，不断提纯品种。“我们的
山羊喝地下泉水，吃多肽饲料，日子过
得舒坦着哩。”凭借自己大学里学的营
养学知识，吴一凡时常琢磨怎样让自
家山羊“吃得好”。

牧流羊场在饲料中添加有益菌，
以提高山羊的肠道吸收功能；掺入发
酵后毒性降低、药效增加的中药，给山
羊补气提神。被问到自己这些“秘方”
怕不怕外传，吴一凡摸着一只黑山羊

光亮的脊背，笑着说：“比我们厉害的
行家很多，我们愿意多交流，多结交一
些养殖界的朋友！”

公众号推销乡村游

“做给农户看，带着农户干，领着
农户赚，延伸产业链。”这是牧流羊场
的发展宗旨。2016年，吴一凡联合
101户贫困户成立澄迈牧流山羊养殖
专业合作社，为贫困户提供就业上岗、
养殖培训、上门诊治等服务。2017
年，合作社实现分红12万余元。

今年初，在澄迈县瑞溪镇村内村，
返乡大学生蔡於旭养殖的首批40余
头成品牛销售一空。让他高兴的不仅
是销售收益，“牛卖得火，就意味着乡
亲们就业分红有了保障，我自己也更
有干劲了！”

蔡於旭负责的小黄牛返乡大学生
扶贫创业基地以政府投入为主、合作
社管理为辅，贫困户以种牛为资本加
入合作社，参与运营分红。经过2017
年的经营，合作社结出硕果，贫困户每
户每年最高获得3000元分红。

打开“村里吧吧”微信公众号主
页，“加乐豆腐村”“效古沉香村”“玉包
海钓村”等多个图文并茂的主题乡村
介绍映入眼帘。“村里吧吧”致力于打
造澄迈县及周边主题乡村旅游联盟，
兼顾促进农特产销售、解决农民就业，

也是起源于一群返乡大学生的拳拳故
乡情。

“很多村子起初不愿意合作，村里
人觉得‘你来是为了赚我们的钱’。”

“村里吧吧”创始人之一王和祥介绍。
在与澄迈县毗邻的“武术之乡”屯昌县
坡陈村，自成一家的“五行桩”有百余
年传承，村民还有自己的武术队，在谈
合作时着实让王和祥费了一番工夫。

“我们用事实向村民证明，只要提
供场地，有2—3人做饭，其他不用掏1
分钱，就可以有旅游收入。”王和祥说，
以拳法师傅为例，2小时可以赚100
元，既能赚钱，又能将武术发扬出去，
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年1
月，“村里吧吧”坡陈武术村正式挂牌。

在被称为“豆腐村”的澄迈县加乐
村，旅游的人来了，姜、花生、黑豆、黑
豆腐等农户自种自制的农产品也有了
销路。王和祥说：“来一批游客50人
左右，光青菜就可以卖100来斤，收入
全是农户的。”

豆腐村体验园的“大厨”许英妹就
住在附近村里，她去年初来到园子打
工，负责给游客做些当地口味的饭菜，
每月工作15—20天，能挣2000元。
原本在家务农的她，日子过得更加有
滋有味：“我做的菜天南海北的人都能
吃到，过去真是不敢想！”

（原载《人民日报》2018年06月
21日16版）

澄迈返乡大学生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带着农户干 领着农户赚

澄迈办月嫂培训班
助失业困难女职工和农民工妇女
创业就业

本报金江6月2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王成瑜）今天上午，澄迈县总工会2018年助
力扶贫育婴员（月嫂）职业资格培训班开班，来
自全县的100余位下岗失业、困难女职工，女农
民工和精准扶贫户参加了培训。

此次的育婴师培训班为期18天，澄迈县
总工会邀请了我省具有丰富专业教育经验的
老师进行授课，培训将会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服务礼仪、日常护理、
生长发育、孕产妇护理等多方面，对参加培训
的学员进行授课。培训考核合格后，将颁发资
质证书。

据悉，澄迈县总工会从2017年开始，计
划每年培训一批下岗失业困难女职工和农民
工妇女，通过育婴等方面理论专业知识培训，
旨在帮助学员们掌握专业技术，学好真实本
领，拥有一技之长，提高职业素质，拓宽就业
门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实现创业就业，增
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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