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陵水各级调解组织
共调解矛盾纠纷案件8023件

据统计 2013年3月
至2018年4月

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
调解矛盾纠纷案件6607件,占比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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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党员）先进典型风采

■ 本报记者 李磊

在大山环绕之中，白沙黎族自治
县元门乡向民村什龙田洋300亩土地
郁郁葱葱。半个月前，这里刚刚收获
了仔姜，翠绿的玉米苗已经种下。谁
能想到，一年前，这里是一片撂荒多年
的荒草地，直到村里来了一位“向民”
书记，才让这片撂荒地起死回生。

2015年7月，柳洪建受所在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
员会委派，来到向民村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

“来到向民村，就得一心向民！”柳
洪建从进村第一天开始就暗自下定了
决心。通过走家串户的调查，他得知
向民村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绕不过去的
坎——

2012年，省内某企业向向民村
122户农户承包了什龙田洋的土地，
总面积300亩，租期10年，准备发展
大棚瓜菜种植。但2015年1月以后，
因企业负责人失联，企业中止运营并
拖欠了农民2年地租，由于合同尚未
解除，导致土地撂荒闲置。

一边是撂荒的土地杂草丛生，一
边是无地可种又没有地租收入的农
民心急如焚。村民符咏胜一家的六
亩三分耕地全部租给了那家企业，
两年来，一家人只能靠着打零工为
生。符咏胜回忆说，当时，包括他在
内的很多村民已经对这件事不抱希
望，若想要回土地，除非等到2022年
合同期满。

柳洪建认为，身为驻村第一书记，
想带领村子发展，首先要帮助农民

“收复失地”。2016年 3月初，柳洪
建来到白沙县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
律援助，律师蔡红庆被他一心为民
的诚意打动，答应为向民村提供法
律援助。

“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你是
外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在村里干点什
么事都行，就是千万不要去碰这个烂
摊子！”听说他要带着村民打官司要回
土地，朋友们纷纷劝说柳洪建。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
失去了土地他们就不能被称为农民，
身为第一书记，就是要帮助村民解决
最现实难题，是‘硬骨头’也要啃！”军
人出身的柳洪建至今说起这件事来，
言语间依旧透露出一种军人的果敢
和坚定。

300亩土地分属122户村民，为
了向村民征集诉讼所需的材料，柳洪
建带着村干部忙活了一个多月，复印
出来的材料堆了一米多高。

在征求意见的时候，部分村民意
见不统一，甚至有人提出了只要租金
不要土地的诉求。为了让村民们了解
法律，柳洪建和蔡红庆在当地村干部
的配合下，逐户释法明理，让村民理解
为什么先要解除土地承包协议，并给
大家算了一笔收益账，使村民懂得土
地收回的重要性。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7年5月
15日上午，白沙法院三个简易法庭在
向民村开庭审理了这起土地承包合同
案，最终经过调解结案，土地重新回到
了农民手中。这件事，也被列入白沙
十大为民办实事之一。

土地收回了，什龙田洋在元门乡
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引进企业进行再次
流转，采用“企业+农户”的模式引导
农户种植仔姜。半个月前，近300亩
仔姜喜获丰收，带动了当地22户贫
困户82人增收致富。当年因土地撂
荒几乎陷入贫困的符永胜，在流转了

部分收回的土地后，在剩余的土地上
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开始走向富裕的
道路。

122户农民的“心病”解除了，但
柳洪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脚步没
有停下。他根据向民村的土地特点，
动员贫困户试种地瓜80多亩，打造
了“元门地瓜”品牌，通过互联网，地
瓜远销至黑龙江、广州、杭州等地。
在今年 4 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上，元门地瓜被端上了
宴会餐桌，并受到参会嘉宾的一致好
评。如今，向民村里正在平整土地，计
划将地瓜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走在村里，不断有村民向柳洪建
打着招呼：“柳书记，吃饭了吗？”“柳书
记，天这么热，进门喝口水吧。”正如柳
洪建所说：“和向民村的名字一样，驻
村第一书记只有一心向民，村民才会
和干部交心。”

（本报牙叉7月8日电）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在临高县，有一种产业扶贫模
式，叫“天地人”模式。如今，越来越
多的临高农民获益于这一发展模
式，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17年来，我们只做一件事，就
是热带水果种植。我们也一直不忘
帮扶农民，和当地农户、贫困户组成
合作社，带领他们一起勤劳致富。”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咏梅说：“说实
话，看着他们赚了钱，盖了房，买了
车，我很有成就感。”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始创于2001年，十几年来，专注
于发展种植特种香蕉、火龙果、红心
蜜柚、牛油果、凤梨等高附加值品
种。2015年，公司成功在新三板挂
牌上市，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热带水

果第一股”。
截至目前，天地人公司在海南

建有30多个高效热带水果种植基
地。解决了2000多人的就业问题，
帮扶贫困农户1.2万人次。

据介绍，天地人公司以土地经
营权租赁、合作经营的模式，实现农
民收入保底，同时，将先进的生产管
理技术、资金优势和农民的大面积闲
置土地结合，实现增产增收。此外，
该公司优先雇佣周边农村农民参加
生产劳务，让不少农民在劳动过程中
积累掌握了科学的技术管理手段。
这些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省某些
地区土地资源充足却无产业引领发
展、土地产出效益低下的问题，进而
带动当地农户彻底脱贫致富。

家住临高县临城镇美台乡的村
民王海今年56岁，是天地人公司龙汉
香蕉基地的基地场长，负责管理面积

近千亩的龙汉基地。之前，由于农村
就业渠道少、家中子女较多等原因，
王海家经济较为困难，一家人挤住在
两间低矮破旧的瓦房里，平时家庭收
入仅靠他外出打零工，收入微薄。

前些年，天地人公司龙汉香蕉
基地招收产业工人，时逢壮年的王
海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应聘成为一名
香蕉包产工人，年收入4万元左右。
由于勤劳好学，工作积极，他很快就
掌握了香蕉栽培管理技术。经天地
人公司培养提拔，王海成为统管近
千亩面积的香蕉基地场长，作为一
名职业化的现代农业基地管理者，
年收入达到8万元-20万元。

王海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旧瓦房已
被宽敞美观的平房所替代，孩子们
也都已成家立业。

现在，王海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是：“没有天地人公司的产业带动，
就没有我的美好生活，是公司的产
业发展彻底改变了我，造就了我。

我愿意把更多的父老乡亲领到公司
的产业平台上来，让更多人享受到
产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好处。”

据悉，天地人龙汉香蕉基地目前
共有22名包产工人，均是周边村民。

除了努力将农民土地效益实现最
大化，天地人公司也一直在尽力将发
展红利带给更多的贫困农民。截至
2018年4月，临高全县累计4844户
21560名贫困人口在政府的鼓励和引
导下，通过委托村委会与公司签订
《产业扶贫项目合作协议书》，将产业
扶贫资金注入公司产业扶贫专项运
营资金，用于合作开发扶贫项目，种
植香蕉、菠萝、柚子等高效热带水果。

“国家最近在推行田园综合体
建设，我认为农业的春天来了！”徐
咏梅表示：“现在我们和海胶集团一
起在保国农场打造一个以热带水果
产业为依托，集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产业景观于一身的农庄集群，未
来将形成具有海南特色的田园综合
体。” （本报临城7月8日电）

屯昌上半年查处
官僚主义等问题29起
纪律处分33人

本报屯城7月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记者今天从屯昌县纪委获悉，2018年上半
年该县共查处不作为、不担当、不负责、庸政懒政
怠政、吃拿卡要拖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9
起，处理52人，给予纪律处分33人，组织处理2
人，诫勉谈话17人，作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来，屯昌持续加大对不作为、不担当、不
负责、庸政懒政怠政、吃拿卡要拖等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整治力度。该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
合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重点工作，对为官不为、履职不力进行亮剑问
责。例如，屯昌县林业局对林地管理和监督工作
不力，致使辖区企业在未办理林地使用审批手续
的情况下，违规使用受保护林地6627平方米，其
中毁坏1592平方米，造成国家林地资源损失。屯
昌县纪检监察机关快查快办这起典型案件，屯昌
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顾仲斌受到党内警告和
政务记过处分。

据悉，在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进行执纪
问责的同时，屯昌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实事
求是、依纪依法、旗帜鲜明地为实干者鼓劲、为改
革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让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在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在建设美好新屯昌的时代
洪流中想作为、善作为、敢作为。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民村驻村第一书记柳洪建：

敢啃硬骨头的“向民”书记

海南天地人公司助力临高农业发展，惠及当地贫困人口

“产业+就业”合奏精准扶贫进行曲

天地人公司的高效热带水果种植基地解决了临高许多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

本报椰林7月8日电（记者金昌
波）7月3日一大早，陵水黎族自治县
司法局英州司法所调解室里，既是所
长、也是专职人民调解员的杨松正对
一起调解案件的落实情况进行回访，
坐在他对面的是涉及案件的2名贫
困户陈某光和陈某琼。

“工资拿到手没有？”杨松问道。
原来，贫困户陈某光、陈某琼、陈某云
在包工头陈某县处打工，今年春节前
夕，被拖欠工资的3人多次找到包工
头协商，但陈某县也因未收到工程
款，一再表示无法支付。最终，经过
杨松5次耐心细致的调解和法律释
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陈某县分
期向3人支付所欠工资款。

“感谢司法所的调解，我们已经
拿到全部工资款了。”回想起不久前，
自己还在这里拍着桌子“吵架”，陈某
光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陵水基层农村的这一变化，
得益于一项政策——村（居）专职人
民调解员全覆盖。

推行专职人民调解员是我省的一
项创新举措，目的是发扬和践行“发动
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
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
验”。2012年，在省司法厅指导下，陵
水率先在全省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形式聘任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

陵水为全县116个村（居）人民调

解委员会均增聘2名专职人民调解
员。为便于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各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纷纷设立
了“温馨调解室”，专职人民调解员还
可利用配备的工作手机上报矛盾纠
纷排查情况、社情民意等，实现实时
在线受理分流、网上网下调解联动。
在经费保障方面，陵水县财政按照不
低于当地村（居）委会干部平均补贴
标准的80%落实专职人民调解员补
贴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并随着陵水
经济动态增长，从2013年的600元
提高至今年的1200元。同时，陵水
还专门拨付矛盾纠纷调处案件奖励
资金15万元，实行“一案一补”制度。

“如今在农村，哪家建房越界了、

哪家污水横溢了、哪家园地被侵占
了，群众都习惯找调解员来解决，大
大减轻了基层组织的压力。”谈起自
己的工作，陵水新村镇海鹰村专职调
解员郑何英十分自豪。

省司法厅厅长郑学海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人
民调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全
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把人民调解工
作作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
任，学习借鉴陵水的经验做法，让“枫
桥经验”在海南落地生根，全力以赴打
造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海南升级版，
努力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陵水实现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全覆盖

基层矛盾不上交 人民调解促和谐

打假夏季行动查处
近千宗假冒农资案件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翁
映阳）记者日前从省工商局获悉，省工商局自3月
以来开展的“2018打假风暴”夏季行动已接近尾
声，截至目前已查处假冒农资等方面的近千宗案
件，案值超过1400万元。

在中央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省深化生
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之际，今年省工商局策划了以打击假冒农资为重
点的“夏季风暴行动”、以保护知识产权为重点的

“秋季风暴行动”、以整治旅游市场为重点的“冬季
风暴行动”，严厉打击关系国计民生、危及人民群
众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农资产品、油气产品、品
牌商品、建材产品和设备、旅游产品等假冒伪劣产
品及相关违法行为。

夏季行动自在3月以来开展顺利，截至6月
30日，全省工商系统共查处不合格肥料、农药、燃
油、油漆、涂料，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非法
销售珊瑚礁、砗磲制品和非法采沙等案件共992
宗，涉及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消费
欺诈、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案值1415.28万元，
罚没款2453.6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
长了222.08%、398.35%和389.82%，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

琼海开展违法违规
医疗器械专项整治
依法淘汰一批医疗器械批发企业

本报嘉积7月8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吴
育妹）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琼海市规范药品流通领
域药品质量安全暨打击违法违规医疗器械专项整
治动员会上了解到，琼海将在7月至8月开展违
法违规医疗器械专项整治。

此前，琼海市食药监局在执法稽查中发现，部
分药品经营企业存在无购销记录或药品购销记录
不完整、销售药品未开具销售凭证、药品经营企业
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等违
法违规行为，部分医疗机构存在从非法渠道进购
药品、未及时清理过期失效药品以及未按规定保
存条件管理保存疫苗等问题。

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琼海重点整治医疗
器械流通领域违法违规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行
为，依法淘汰一批医疗器械批发企业，集中解决当
前医疗器械流通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存在的一些
突出问题，落实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坚决打击“黑窝点”“黑网站”“黑平台”“黑
门店”，进一步规范琼海市医疗器械流通经营和使
用环节秩序。

第93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养蚕户讲述
励志脱贫故事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王玉洁）第93期海
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在海南综合频道（20
时）及三沙卫视（20时30分）播出。本期节目邀请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委会村民王国
谦向大家讲述自己依靠勤劳养蚕成功脱贫的故事。

2015年以前，王国谦是一个靠割胶勉强维持
家庭生计的贫困农民，因性格原因一直不敢外出
打工。后来连孩子感冒治病都要四处借钱的王国
谦逐渐意识到贫穷的可怕，在政府的帮助下，他开
始和邻村人一同学习养蚕。3年来，王国谦通过
辛勤自学和劳作，成为村里有名的“养蚕之星”。
之后，在政府的危房改造政策帮扶下，他家里还盖
起了新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本
期节目。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
富服务热线继续开放。此外，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栏目组的线下售卖活动，仍会继续推出扶贫农特
产品，观众可以进入活动微信群详细了解每一期
的活动内容。

我省出台普通高中发展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基本建设项目
严禁超标和豪华建设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
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田）省教育厅、省
财政厅日前印发了《海南省普通高中
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下称《实施
细则》），加强和规范我省普通高中发
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
我省普通高中学校发展。

《实施细则》首先明确，普通高中
发展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
相关专项资金中用于支持普通高中
发展的资金，主要包括中央财政改善
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省
级财政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资金中用
于普通高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对
市县（含省教育厅直属中学、高校附
属中学）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补助资金等。

《实施细则》要求，普通高中发展
资金支付要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规定执行。涉及政府采购的，应当
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执行；属
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应当严格履行基
本建设程序，落实相关建设标准和要
求，严禁超标准建设和豪华建设，并确
保工程质量。

《实施细则》强调，普通高中发展
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建立“谁使用、谁
负责”的责任机制。年度未支出的普
通高中发展资金，按照财政部和省财
政厅对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进行管理。严禁将普通高中发展资金
用于偿还债务、平衡预算、支付利息、
对外投资等。对于挤占、挪用、虚列、
套取高中资金等行为，将按照《预算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今年上半年
省森林公安查处
涉林案654起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海青）日前，省森林公安局召
开2018年上半年全省森林公安工作
总结会，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加强自我整
改，深入开展“八个专项”行动，精确打
击涉林违法犯罪，为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扛起
责任担当。

据了解，全省森林公安机关上半
年共受理各类涉林案件698起，查处
654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713
人，其中立刑事案件291起，侦破266
起；受理林业行政、治安案件407起，
查处 388 起；集中力量侦破了海口

“11·29”涉嫌伪造和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案、定安“12·30”环剥树皮案、琼海

“2·15”南俸农场失火案、五指山市某
石场滥伐林木案等一批影响较大案
件，有力保护了全省森林资源安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优良的
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的最强优势和最
大本钱。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
打击非法占用林地等“八个专项”及各
类打击整治行动，同步推进林区生态
修复和湿地保护专项行动，配合林业
部门落实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
题整改，对涉林违法犯罪坚持“零容
忍”。全面推行“案件主办责任制”，健
全完善“先知先觉”警务工作机制，主
动向“打团伙、打系列、打网络”深度打
击模式转变，侦破一批有影响的大案
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