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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记者陈
卓斌）海南日报记者30日从澄迈县政
府获悉，按照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扶贫工作的通
知》，澄迈日前印发了《澄迈县支农贷
款金融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扶贫龙头企业、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最高可获
1000万元信用贷款。

据悉，澄迈将设立支农扶贫贷款
风险补偿资金池，按照1：8的杠杆撬
动银行贷款（即政府投入一定比例风

险补偿金，帮助银行增加授信额度），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
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金融机构已
为澄迈各农业经营主体发放产业扶贫
贷款1.13亿元。

《办法》支持对象为纳入风险补偿
项目库管理的涉农产业扶贫贷款客
户，包括新增贷款客户和存量贷款客
户；在澄迈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扶贫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以及低保户、特困户、残疾户和建

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人员”。贷款资
金不得用于非农领域。

澄迈县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需向所属乡镇政
府提交项目入库申请，内容包括实施
主体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项目的开
展情况，企业或项目对当地“四类人
员”的扶贫带动情况等。该负责人表
示，乡镇政府将负责对区域提交入库
申请的农业经营主体及“四类人员”
进行初审，符合《办法》条件的，分别
提交澄迈县农业局（农业经营主体）、

澄迈县扶贫办（“四类人员”）、澄迈县
民政局（“四类人员”）进行复核，复核
通过后由澄迈县农业局统一汇总送
至各银行保险金融机构、担保公司进
行融资引导。

“农业经营主体申请贷款并不容
易，《办法》的出台是一场‘及时雨’。”
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蔡於旭表示，自己计划申请500万元
信用贷款，用于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发
展小黄牛养殖产业。

“对于能够按时还本付息，遵守

有关风险补偿金规定要求的农业产
业扶贫企业，相关部门可简化办贷流
程，加大对其资金扶持力度，可优先
获得相关政策扶持。”澄迈县金融办
相关负责人还指出，对于还款意愿较
差，出现贷款逾期、欠息，且未清偿的
借款人，其将被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管
理系统和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所
有金融机构将限制对其进行贷款授
信，不得获得农业项目扶持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评级，同时也不得享受县
级财政项目补贴。

澄迈出台《支农贷款金融试点管理办法》，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扶贫产业

最高发放1000万元信用贷款

金江青年李传炳返乡养牛成“达人”

300余头“生态牛”带动近百贫困户增收

澄迈评出
主题党日活动创意案例
引导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林海丹）8月27日，澄迈县委组织部公布最佳创
意主题党日活动评选结果。本次评选共评出30
个“主题党日”活动创意案例，其中海汽集团澄迈
分公司党支部“春运志愿服务”主题党日活动，以
及澄迈县公安局福山分局党支部“爱心敬老”主题
党日活动获评一等奖。

近年来，在“主题党日”的活动形式上，澄迈各
级党组织除完成重温入党誓词、诵读党章等5项

“规定动作”外，还创新设计了红色教育、脱贫攻
坚、志愿服务、廉政教育等多个“自选动作”，引导
党员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此外，部分
党支部还通过“主题党日+文化活动”的形式，开
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进一步巩固提升党员理论
知识水平，提升干事创业能力。

“老赖”强占集体土地数年不还

澄迈法院强制清场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聂秀锋）在澄迈县金江镇黄竹村，有两名“老赖”强
占40余亩集体土地长达数年，在收到执行通知书
后仍拒不归还。8月27日上午，澄迈法院组织干
警对涉案的40余亩土地进行强制清场，并在多部
门人员的监督见证下，将土地交付给了申请执行
人黄竹村委会。

据了解，因被执行人林某等2人在土地承
包期满后拒不归还土地，黄竹村委会将其诉至
法院，法院判决林某等2人将占用的土地归还
给黄竹村委会。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澄迈法
院依法向两名被执行人发出了执行通知书，但
2人一直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于是，澄迈法院
将林某等2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发出
了“限制高消费令”，并对2人占用的土地进行
强制清场。

据悉，“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3年来，澄
迈法院不断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增强执行合力，切
实打好执行“组合拳”。截至目前，澄迈法院共执
结各类执行案件2516件，执行到位金额逾亿元，
其中执结涉民生案件348件，执行到位金额619
万余元，依法纳入失信人员名单473例，向376人
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向97宗案件的129名困难当
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226万元。

澄迈总工会发放助学金12.4万元

23名贫困家庭大学生受助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记者陈卓斌）8月24日

下午，澄迈县总工会在金江举行2018年金秋助学金
发放仪式，对23名来自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的应
届大学生给予资助，共发放助学金12.4万元。

据悉，澄迈县总工会此次发放助学金，被本科
A批院校录取的应届大学生每人获6000元，被本
科B批院校录取的应届大学生每人获5000元，应
届大专生每人获4000元。

澄迈县总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已连续开展14
年，共筹集497.3万元，资助了1508名困难职工和
农民工子女圆“求学梦”。该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受助学生珍惜机会，发奋学习，立志成才。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8月29日下午，雨过天晴，在澄迈县
金江镇帮冲河岭，一群黄牛悠然地咀嚼着
青草，金江镇龙坡村山内坡村民小组村
民、澄迈慧牛小黄牛第二养殖基地负责人
李传炳手持竹竿紧随其后，不时发出“吁、
吁”的吆喝声，驱赶着牛群快点“回家”。

从2015年开始返乡创业，3年时
间，李传炳在帮冲河岭上130亩荒坡搭
牛棚、种牧草，如今已养起了300余头黄
牛，成长为一名“养牛达人”。“通过精细
管理和打造‘生态牌’，我们生产的牛肉
价格好、效益高。”李传炳说，发展黄牛养
殖产业不仅解决了当地10多名五保户、
家庭困难户的就业问题，还带动了84户
贫困户共同增收、齐心脱贫。

走进位于帮冲河岭的澄迈慧牛小
黄牛第二养殖基地，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干净宽敞的水泥棚和高大的红色割
草机，仔细一看，照明灯、水井等设施
一应俱全。

“3年前这里可是另一番模样。”
李传炳2005年毕业后，创办过旅游
咨询公司、做过汽修工、卖过太阳能

热水器。2015年7月，事业上小有成
就的李传炳决心回乡养黄牛，可没干
多久，艰苦的环境便给了满怀创业热
情的他浇了一盆冷水。

“养殖基地起初没有通水电，我们
只能在附近的渠道截留雨水养牛，连

接汽车的蓄电池用于场地照明。”李传
炳还记得，彼时为了填满养殖场塌陷
的土坑，自己和家人扛着数十袋水泥
连夜施工，累得腰腿酸软。而一到深
夜，养殖场周边的虫兽叫声此起彼伏，
令独自守在工棚内的李传炳不敢入

睡，只能坚持睁眼到天亮。
“许多生意伙伴、亲朋好友看到

我如此辛苦，纷纷劝我放弃，回到城
市生活。”可李传炳听不进去，“我不
服输，既然回来，就一定要把这份事
业做下去。”于是，他操起镰刀劈开杂
草灌木，在发展黄牛养殖的道路上坚
定迈步。

创业故事

返乡创业，坚定不移搞养殖

抱团发展，精心养殖“生态牛”如今，割草仍是李传炳的主要工
作，但他割下来的不再是杂草灌木，
而是用于饲喂荷斯坦奶牛的高品质
牧草，“给我们的本地黄牛尝尝‘洋
餐’，它们就能多长膘，身体也好。”李
传炳笑道。

李传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去年

开始，自己和澄迈返乡创业大学生蔡
於旭等人共同合作，精心养殖生态黄
牛，通过打造“慧牛”品牌、开设专卖
店等方式，将牛肉卖出了每斤65元
的好价格。

“高价牛肉物有所值。”蔡於旭
介绍，每头进入养殖基地的黄牛，
都要先在澄迈县瑞溪镇进行至少
15天的饲养以隔离病害；每天牛群
都会被赶出牛棚，到山林中饮山

泉、吃野草，以满足当下健康、绿色
的饮食消费需求。今年 6月，基地
还联合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共同研究符合黄牛食用的“营养
餐”，即通过对玉米、豆粕、米糠等
口粮的精确配比，促进黄牛健康、
快速育肥。

拓宽产业链，助更多百姓增收在李传炳的养殖基地内，就业的
大多都是来自全县各地的五保户和家
庭困难户。“在这养牛，每个月能挣
2500元工资，比过去在家乡种植瓜菜
一年的收入还多。”在养殖基地务工
的永发镇永灵村村民赵子君说，等还
完家中欠款，自己也想尝试着搭棚养
牛，改善生活。

李传炳说，目前，养殖基地已经

吸纳了84户贫困户，定期给他们发
放分红，加强技术指导，但这还远远
不够，“接下来，我们将从定安县龙湖
镇的南科食用菌栽培基地引入猪肚
菇，以进一步拓宽产业链，为当地百
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增收
脱贫。”

具体如何操作，李传炳的心中早
有答案：黄牛吃剩的草根，可混合牛粪
等制成菌包，供猪肚菇生长，而生产出
的猪肚菇除了每斤能卖至十七八元，
剩余的杂料也能供黄牛食用。“这样一
来，‘短平快’的食用菌不仅能给周期
较长的养牛产业进行补充，也能使得

循环农业产业链实现闭合，突出‘慧
牛’品牌原生态、绿色的特质。”

“返乡创业不仅要‘独善其身’，有
能力者更应该带富一方。”如今，澄迈
返乡创业青年群体逐渐壮大，作为其
中一员，李传炳希望与更多人能够“强
强联合”，把事业做大做好，让更多家
乡人受益。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

关注澄迈七星党支部

澄迈启动电动车摩托车
备案登记工作
12月5日后将对未登记车辆进行查处

车主到派出所指定备案登记办理点，对
车辆信息及个人信息进行备案登记。

备案登记

对登记信息、证件、票据进行审核，保险
由车主自理。

资料审核

信息采录完成后，车辆所有人领取备案
登记号牌及电子芯片。

领取备案登记号牌及电子芯片

由派出所指定的安装人员为电动车安装
备案登记号牌及电子芯片。

安装备案登记号牌及电子芯片

1

2

3

4

备案登记
上牌流程

制图/孙发强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国辉）海南日报记者30日从澄迈县公安局交管
大队了解到，2018年9月5日至12月5日，澄迈
将开展二轮、三轮电动车及摩托车备案登记工作。

据悉，本次备案登记由政府补贴，免费为相关
车主安装防盗备案号牌、电子定位芯片，并提供智
能防盗APP平台下载。车主需携带身份证、购车
发票原件、合格证等证件，驾驶车辆到县内各派出
所、警务站或临时安装点进行备案登记。如车辆
的购车发票丢失，可由本人带上身份证到登记点，
填写电动车合法来历承诺书进行办理。

在备案期满后，澄迈公安机关将加大路面检查
力度，对未办理防盗登记备案，且无法提供合法购买
证明的电动自行车，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查明来源后，依法予
以处理；同时，还将对电动车
销售点落实“带牌销售”制度
的相关情况进行检查。

金江镇城西社区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党建引领促发展
党旗飘扬树新风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符畅艳 邓慧静

“社区环境卫生，我们居民感
受最深刻。”8月 30日，澄迈县金
江镇城西社区居民蔡兴伍向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在他们以往的印
象里，城西社区就是一个脏乱差
的“城中村”，可如今，社区面貌焕
然一新，街道硬化了、干净整洁
了、环境变美了，“受到社区居民
一致称赞。”

城西社区共有 867 户 4378
人，现有“两委”干部7人，社区党
支部共有党员20人，入党积极分
子2人。

坚持“聚精会神抓党建，凝心
聚力促发展”的理念，城西社区充
分发挥社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社区综
合治理的有效机制，让社区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今年2月，城西社区
被澄迈县委评为“七星党支部”，3
月被县委授予“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单位。

“夯实党建基础是管理好社
区的重要一步。”城西社区党支部
书记石焕金说，城西社区党支部
按照“三会一课”的要求内容，按
时召开支部、支委、党小组会议，
并且上好党课，每月开展党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按照程序落实好
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党员评议等，并严格执行好谈
话谈心制度。

在“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
学习教育中，城西社区党支部建
立了学习计划和方案，要求党支
部全体党员关注“海南先锋”及

“澄迈党建”微信公众号，运用手
机微信组织收听“澄江迈岭上的
空中党课”，做到随时学、随身听
党的有关政策。

不仅如此，城西社区建立了
党务、居务公开制度，成立了党务
居务监督领导小组，健全了党务
居务机构。财务支出必须经党
员、“两委”干部、居民代表财务监
督会议商议讨论通过后才能支
付，确保了经费使用财务支付的
规范化、合理化。

在聚力夯实党建基础，完善党
务居务公开的基础上，城西社区党
支部致力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让
社区越来越好。

“以前小区周围没有路灯，进
出小区很不方便。”居住在城西社
区金旺小区的市民李锦霞说，过
去最盼望的是，小区周边的基础
设施能够完善。这两年来，她的
愿望得以实现，小区周边不仅装
上了路灯，就连坑洼的道路也进
行了翻修。

石焕金说，社区工作人员和社
区党支部党员经常同社区居民交
流，了解居民的诉求，真心实意为居
民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近两年,城西社区从道路硬
化、环境卫生美化等民生问题入
手，改善群众生活条件。2017年
组织实施硬化道路10条共1.2万
平方米，完善改造36条路巷的路
灯安装。

同时，城西社区党支部党员在
各项工作中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做
好表率。如社区巡逻队长刘元飞以
身作则带领队员为社区的维稳而日
夜在岗，居委会委员徐慧敏帮助居
民解决再就业问题等，为社区发展
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

现在，城西社区的路平了、树绿
了、灯亮了，居民也笑了。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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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洪安蜜柚共享农庄位于金江镇山口地区，占地1000余亩，现已发展成为集种植、繁育、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农业观光
项目。眼下，正值该农庄无籽蜜柚的采收高峰期，许多工人正在忙着采收鲜果，据悉，依托产业，该农庄已提供就业岗位近
百个，辐射带动200户农户，每户年均增收2万元。文/本报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王家专 图/记者本报苏晓杰 通讯员王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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