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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创业故事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黄洋

在本地发展得好好的竹狸养殖
产业，却非要劳神费力地跑到几十公
里外的村里开家“分店”。近日来，儋
州市和庆镇文卷村里，村民都在议论
着这件事。

作为话题的主角，儋州有生竹
狸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蓝
有生并不把众人的议论放心上。

“早些年竹狸养殖刚起步，为了让
竹狸适应海南的环境，我给养殖房
装上空调，还被村民笑话是傻子
呢。”7 月 2 日，蓝有生笑着对前来
采访他的记者说道，从最初的 30
对竹狸养到如今存栏量超过 500
对，对于竹狸养殖产业的发展，他
有着自己的打算。

蓝有生的合作社，算得上是和庆
镇的“明星”产业，从白手起家到现如
今年利润几十万元，规模翻了几十
倍，辐射的范围却还仅局限在文卷、
美敖两个村。

蓝有生说，这个决定其实关乎着
不少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发展致富的
机遇。

在有生竹狸农民养殖专业合作
社成立之初，和庆镇投入42.44万元

扶贫资金，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
下，陆续将文卷、美敖两村的37户贫
困户纳入合作社中，并签下两年协
议，将竹狸交由蓝有生代养，不仅扶
持了产业发展，也让贫困户有了一笔
稳定收入。

看到竹狸产业的发展前景，不
少贫困户也开始尝试自己养殖，热
心的蓝有生将自己摸索出的养殖
技术倾囊相授，但换来的却是分
散养殖的竹狸大量生病死亡。“竹
狸没有喝水的习惯，食物吃竹子、
补水靠甘蔗，养起来简单，却要求
养殖户要胆大心细。”在蓝有生看
来，要把竹狸养好，技术是一方面，
栏舍的建造、细心的管养也是关键
因素。

因此，兰洋镇的农户找上门来
求合作时，蓝有生答应输出技术
和种苗之余，也提出了要建好规
模养殖栏舍的要求。

目前，位于兰洋镇的竹狸养殖
基地建设已接近尾声，蓝有生将选
送500对竹狸幼苗到新基地进行饲
养，并参照和庆镇的模式，逐步吸纳
兰洋镇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发展竹
狸养殖，实现脱贫致富。“两年内，
合作社每年按每对竹狸200元的标

准向贫困户分红。”蓝有生说，两年
后，合作社按签订合同时接收的竹
狸数量及规格，交还给贫困户自行
饲养。届时，农户还能将竹狸重新
投放到合作社继续参与分红，也能
通过合作社回购，获得一笔不菲的
收入。

“开分店”策略，其实包含着
蓝有生将产业做大，带动更多贫

困户发展的决心，如今兰洋养殖
基地建设步入收尾阶段，将会有
更多贫困户走上养竹狸的致富
路。蓝有生表示，兰洋镇的合作
社分社正式开业后，还将根据兰
洋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符合当
地实际的合作协议，决不让贫困
户吃亏。

（本报那大7月2日电）

儋州和庆一竹狸养殖合作社做大产业探新路

几十公里外开“分店”吸纳贫困户入社

6月28日，儋州有生竹狸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蓝有生夫妇在文卷
竹狸养殖示范基地查看竹狸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昌江启动廉政书画展
即日起至7月31日
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展出

本报石碌7月2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吉书冠）今天，昌江黎族自治县
第二届“翰墨黎乡·廉洁昌江”廉政书画展在县
宣传文化中心开展，当天展出的92幅书法美术
作品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对传播廉政文
化，推动昌江反腐倡廉工作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据介绍，本次书画展面向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和书画爱好者征集作品，并经过专家组的认
真评审，共选出入展作品92幅，其中书法优秀
收藏作品8幅，入展收藏作品38幅；美术优秀
收藏作品8幅，入展收藏作品38幅。观看展览
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此行既得到了文化艺术
的熏陶，又接受了一次廉政教育的洗礼。据悉，
本次廉政书画展即日起至7月 31日在县宣传
文化中心展出，并将于8月1日至31日到全县
各乡镇巡回展出。

澄迈公安局设立
自助便民服务点
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出入境业务

本报金江7月2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郑艳）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出入境相关业务，
深化“放管服”改革，昨天，澄迈县公安局出入
境自助便民服务点于老城、永发派出所建成并
投入使用。

设立自助便民服务点，是澄迈县公安局精
心部署和推出的便民惠民举措之一。通过设立
自助便民服务点，使得澄迈公安出入境窗口服
务时间从“8小时”延伸到“全天候”，群众港澳
台团队旅游二次签注的办成时限由 5个工作
日，缩短至立等可取，同时也便于老城镇、永发
镇近10万群众和其周边乡镇群众实现业务“就
近办”。

澄迈公安温馨提示，按照政策法规要
求，自主便民服务点的公安出入境自助签注
机仅能受理（本省居民）港澳台团队旅游二
次签注业务和港澳台签注信息查询，除此之
外的其他出入境业务，群众还须到受理窗口
现场办理。

临高法院向异地失信
被执行人“亮剑”

本报临城7月2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颖）近日，临高法院执行法官、法警前往儋州
市，对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符某权采
取拘留措施，因外出未能抓获。但在执行法官
的强大震慑下，其家属主动到法院履行完还钱
义务。

据悉，申请执行人唐某程申请执行符某权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经法院判决赔偿
唐某程各项损失共9926.44元。判决生效后，符
某权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又拒绝报告财产情况，一
直逃避执行。

执行拘留措施当日，临高法院执行法官、法警
来到儋州市那大镇及和庆镇被执行人家中，由于
符某权因生意外出，但通过执行法官对其家人明
理释法和法律震慑下，其家人愿意履行义务，并于
当日下午，到临高法院履行完执行款9926.44元
和执行费。

临高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切
实落实最高法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的总体部署，努力完成工作目标，持续发
力，严厉打击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违法行为，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决打赢执行攻
坚战。

加强行刑衔接打击食药违法行为

洋浦推动办结5起食品
违法案件

本报洋浦7月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彭伟）记者近日从洋浦经济开发区食药监管部门
获悉，洋浦食药监局通过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与法院密切配合，推动办结了5起食品违
法案件。

据介绍，在日前召开的洋浦食药监局行刑
衔接联席会议上，洋浦食药监局通报了近期6
起拒不缴纳行政罚没款的案件情况，法院就强
制执行的方式、对象，以及执行的效果方面进
行阐述，公安部门就如何固定证据、案件经营
以及案件移交的时间节点等问题进行建议，检
察院就适用法律方面以及涉及食品药品案件
不予起诉退回给公安和食药监局等方面进行
说明。

洋浦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
次会议，一方面使食品药品涉刑案件的移送、
立案等全程实现无缝连接，涉刑必移意识进
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双方资源互
补和联查互动作用，有力地提升了执法针对
性、有效性，震慑和打击食药犯罪工作进一步
加强。

截至6月底，洋浦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将5起
拒不缴纳行政罚没款的案件移送法院，通过司法
压力，其中2起主动缴纳了行政罚款、3起进入强
制执行程序。

儋州第三届
青岛啤酒节开幕
开启啤酒狂欢季

本报那大 7月 2日电 （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谢振安）踏着大型舞
蹈《鼓舞》的节奏、听着《儋州美儋州
好》的优美调声，6月 30日晚，儋州
第三届青岛啤酒节正式开幕，通过
连续 7天不同主题的活动，加之世
界杯激战正酣，儋州市民正式进入
啤酒狂欢季。

据介绍，儋州青岛啤酒节传承
响誉全球的青岛国际啤酒节，是
集休闲、娱乐、美食、美酒于一体
的全民狂欢盛宴。通过以啤酒为
媒介，融经贸、旅游、文化为一体，
连续第三年举办的青岛啤酒节已
成为了儋州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
的一部分，每年的啤酒节举办之
际，也是儋州城市激情洋溢的狂
欢时刻。

据悉，儋州第三届青岛啤酒节
是 2018 海南青岛啤酒节第二站，
第一站海口青岛啤酒节狂欢盛宴
已于 6 月 22 日结束，儋州承接海
口继续释放激情，并一直延续至
7 月 6 日结束。而 2018 青岛啤酒
节未来还将在 7 月 13 日于东方、
21 日于万宁、8 月 3 日于琼海接力
举行。

本报那大7月 2日电 （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韦
雪梅）近日，儋州市博物馆公布了
儋州市第十批文化保护单位，峨蔓
镇小迪村盐田、林屋祠堂党员训练
班旧址成为儋州文物保护单位新
成员，这两处不可移动文物反映着
儋州的历史文化，不仅具有一定代
表性，也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

截至目前，儋州已拥有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共计47处，依照“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坚持利用、加强管理”
的工作方针，儋州在注重有效保护、
夯实基础的同时，也着手注意合理利
用、发挥效益，协调好城乡建设与文
物保护的关系，合理划定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作出标志说明。

此外，儋州市还建立起科学
记录档案，并安排专人负责文物
的保护与管理，认真做好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
利用工作。

儋州新添两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全市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已有47处

本报那大7月2日电（记者刘笑
非 特约记者谢振安）日前，《黎族通
史》编纂启动会在儋州市举行，按计
划拟在2021年前出版，为建党100
周年献礼。

据介绍，《黎族通史》基本框
架 涵 盖 古 代、近 现 代 和 当 代 三
部 ，共 六 卷、200 余 万 字 。 古 代
部 分 从 上 古 至 1840 年 鸦 片 战
争，与中国通史分期相同；近现
代部分则记述 1840 年鸦片战争
爆发至 1950 年海南岛解放期间
内 容 ；当 代 部 分 从 1950 年开始
至 2018 年，主要以现有黎族分布
区域为基准，并根据不同时代适
当外延。

据悉，通过编纂《黎族通史》，能
够全面系统地记载黎族人民的团结
奋斗历程，总结阐述黎族人民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智慧和
创新精神。

《黎族通史》编撰
工作启动
将于2021年前出版

本报那大7月2日电（记者刘笑
非 特约记者谢振安）去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白沙起义纪念园重温白沙起
义革命历史，领悟白沙起义“同舟共
济”精神；到儋州市革命英雄纪念碑前
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捍卫祖国和平、
解放新中国而英勇就义的革命英烈；
在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缅怀先烈
的丰功伟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自6月28日起，儋州市各镇党员
领导干部、定点帮扶结对单位党员、农
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奔赴各地，通过开
展“四个一”活动（一次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一次座谈交流活动、一次志愿服
务活动、一次走访慰问活动），在掀起

“七一”主题党日活动热潮的同时，用
各种形式深入基层，与村民话家常，帮
贫困户想办法，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几日来，儋州各镇党委书记、市定
点帮扶结对单位通过精心谋划、认真
组织，将“四个一”主题党日活动与各
镇和村庄实际和脱贫攻坚相结合，创
新多种活动形式使得主题党日活动富
有感染力和时效性。

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儋州党
员干部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
员的承诺。

在大成镇红灯村，驻村第一书记
杨勇走村入户，与村民说心里话、解
决各种疑难问题，带着村民学技术、
找项目。在兰洋镇，第二批扶贫工作
队队长陈河清选择到最远的番新老
乡府驻村，与三名队员一起进村入户
走访贫困户，开展扶贫工作。

据了解，通过主题党日活动的开
展，不仅对儋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产生促进
作用，也进一步激励了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助力脱贫攻坚。随着
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儋州在全市营造起了关心扶贫、支
持扶贫、参与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浓厚氛围。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刘笑非
特约记者 谢振安

孔雀造型挂钟、孔雀工艺品
摆件、孔雀羽毛制成的婚纱……
近日，在儋州芃虹农业有限公司
的办公区里，琳琅满目的孔雀工
艺品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些用孔
雀羽毛手工制成的工艺品，是 26
岁儋州女孩钟仙虹摸索出来的“美
丽产业”。

从最初养殖几十只孔雀到如
今存栏量超过3万只，芃虹农业有
限公司业务已涵盖蓝孔雀养殖、孵
化、观赏、标本制作、工艺品制作等
多个领域。而随着产业链的拉长，
钟仙虹带领着员工们不断创新，提
高产品的附加值。

2010年，返乡创业的钟仙虹将

求学时的简单想法变成了现实，在
南丰镇开始尝试养殖孔雀。“孔雀肉
吃起来爽滑，口感惊艳。”提起发展
孔雀产业的初衷，钟仙虹出人意料
地将食用放在了重要位置。

钟仙虹坦言，许多人觉得食用
孔雀难以置信，但其实孔雀种类很
多，其中绿孔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而蓝孔雀则在福建等地区有
着规模化养殖、食用的先例。

为了确保蓝孔雀吃得健康，钟
仙虹不断探索适宜海南的养殖方
式，期间还发现了野菊花对于蓝孔
雀生长的“妙用”。几年下来，南丰
镇基地里养殖出来的蓝孔雀羽毛丰
满、肉感结实，很快便在市场上站稳
了脚跟。

在养殖规模逐步稳定后，钟仙
虹曾尝试结合旅游打造孔雀观光项
目。一时间这种新奇的旅游体验让
养殖基地每天门庭若市，来南丰“赏
孔雀开屏，啖凤凰美味”成了许多市

民游客的选择。
新尝试迎来高人气，但钟仙虹却

笑不出来了。“每天旅客观光结束后，
总有孔雀染病死去。经过员工细心
观察、请教养殖专家，病根就是游客
的乱投食以及嘈杂的环境。”痛定思
痛，在暂时中止了观光项目后，不安
于售卖幼苗和孔雀肉的钟仙虹对产
业未来的发展开始了思考。

一个偶然的机会，电商平台上
精美的孔雀羽扇吸引了她。市面上
一把售价8元的普通扇子，镶上一
圈精美的孔雀羽毛价格便翻了十
倍。发现了市场新领域，钟仙虹说
做就做。

手工加工不是易事，从羽毛
选取到剪裁、粘贴都是技术活。
钟仙虹干脆把养殖基地交给员
工，自己则远赴山东一家工艺品
加工厂埋头苦学 2 个月，习得孔
雀工艺品加工技术后，正式回来
开始她的二次发展。

要想做大产业，就需要带动
更多人参与进来。为此，钟仙虹
将学到的加工技术手把手地教给
了基地里的 26名贫困工人，在带
动贫困户共同致富的同时，也让
越来越多的孔雀工艺品摆上儋州
的货架。“靠着帮工厂制作孔雀扇
子等工艺品，平均每月能领上
1000 多元的工资，真是感谢阿虹
姐！”基地工人、南丰村委会红岭
村贫困村民郭晓兰说，增加了收
入也学到了技术，在农忙时节，还
能在家自己加工。

靠着勤劳和智慧，钟仙虹用8
年的时间将蓝孔雀养殖产业越做越
大，目前，公司除了通过淘宝等平台
销售孔雀相关工艺品，与当地酒店、
农家乐合作出售孔雀肉以外，还发
展起豪猪等特色养殖。钟仙虹还计
划着申请专利，打造属于自己的餐
饮品牌。

（本报那大7月2日电）

儋州开展主题党日“四个一”活动

不忘初心 倾情助力脱贫攻坚

从养殖、孵化、观赏到标本制作、工艺品制作

儋州姑娘养孔雀打造“美丽产业”

6月28日，儋州芃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员工正在展示用蓝孔雀羽毛制作的产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