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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陈卓
斌）海南日报记者6日从澄迈县招商
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澄迈县瞄准世界
500强企业、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和知
名品牌企业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今
年1月至8月，全县共签约苏宁海南
电商运营中心、京东澄迈电子商务物
流产业园及运营结算中心等项目20
个，总投资额达90.12亿元。

据了解，苏宁海南电商运营中心
项目计划总投资约7.5亿元，规划建

设用地300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
米，项目投产后可满足苏宁易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南地区电商B2C、
C2C、农村电商等业务的发展需求；京
东澄迈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园及运营结
算中心计划总投资约20亿元，拟用地
面积约600亩，拟建设包括大型营业
中心、智能分拣中心、无人智能仓储中
心及订单生产中心在内的多个项目。

澄迈县招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澄迈紧紧围绕重点产业、“五网”基础

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六大专项整治等
谋划项目，除已签约的20个项目外，
澄迈还与太平洋设计集团、保利集团、
中交海投公司等企业签订了投资合作
框架协议，在棚户区改造、南渡江两岸
综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
合作，为澄迈现代化城镇发展做好基
础工作。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澄迈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精简行政
审批事项申报材料119项，使全县共

471 项审批事项实现全流程“不见
面”，并将“极简审批”模式推广到老城
开发区工业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使
审批时间压缩80%以上。良好的营
商环境也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涌入，
今年1月至7月，全县新增注册资本
161.4亿元，同比增长59.7%。

在人才服务方面，澄迈计划在老
城开发区试点创新人才房供应模式，
探索实施人才房“先租后赠”，增强人
才吸引力。此外，澄迈已设立县级人

才服务平台，今年5月以来共接受相
关政策咨询3000余人次，人才落户受
理250人，签发准迁证260人。

此外，澄迈此前签约的海南生态
软件园腾讯生态村、中国游戏数码港、
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3个百亿级项
目及配套学校项目，已于今年5月9
日集体开工。3个项目今年计划投资
50亿元，推动互联网产业、游戏产业
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进一步强化产业支撑。

今年前8个月，澄迈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成果颇丰

签约20个项目 总投资超90亿元
今年5月以来，澄迈县人才服务平台

共接受相关政策咨询3000余人次，人才

落户受理250人，签发准迁证260人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9月5日，在澄迈县第二小学，教
室里书声琅琅；下课铃声响后，孩子
们排成队列，整齐地走出校园……

“澄迈二小这一年来的变化非常
明显，我们都看在眼里。”在门口等孩
子放学的家长王顺本还记得，过去，
周围居民对这所学校的评价并不好。

“当时的二小不仅校园卫生环境
差，师风学风也饱受诟病，孩子的学
习环境令我们很担忧。”王顺本说。

除了家长，去年11月到岗的澄
迈二小校长王有华也对学校的风气
印象深刻，“学生们早晨不读书，与老
师打照面不会说‘老师好’，有的还染

了头发，没有一点学生样。”
彼时，刚上任的王有华对如何解

决学校存在的问题已经有了打算。
在他看来，要纠正学风，必须先从教
师入手，而“党建”正是促进师风教风
转变的重要抓手。

利用学校作为中共邓仲支部旧
址的优势，澄迈二小党支部加强革命
教育，完善党建制度规范，通过学习
党建知识、开展“红色之旅”和党员义
务劳动等方式，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
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自去年11月开始，学校制定了
巡查制度与行动机制，对巡查发现
的校内照明严重不足、厕所配置不
合理等7件软硬件问题一一予以解

决；建立校内教师食堂，解决了教师
的早餐需求，对教师离岗喝茶等问
题进行了有效整治；先后在中共邓
仲支部旧址、中共澄迈县委成立旧
址纪念馆开展党员红色教育活动，
让一个原本软弱涣散的党支部，迸
发出了战斗力。

抓好基层党建，促师风教风转
变。数月来，澄迈二小培养提拔了一
批有能力、勇担当的年轻教师骨干，
为基层战斗堡垒注入了新鲜血液。
通过启动“教考分离”改革等举措，学
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在最近一次
的全县统考中，该校四年级学生平均
考分由过去的全县第十名提至第二
名，六年级考生平均分由全县第九名

提升至第五名。学校的教学质量赢
得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学校对素质教育抓得也很紧。”
澄迈二小教务处副主任王李雄说，学
校足球队今年参加澄迈县小学生校
园足球邀请赛获得了季军，创历史最
好成绩，“孩子们的能力是可以迁移
的，我注意到，不少队员在球场上越
专注，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越用心、越
自信，成绩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王有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下一
步，澄迈二小将继续以党建为抓手，
探索家长委员会和总支委分工负责
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力争让澄迈二
小实现科学、快速发展。

（本报金江9月6日电）

抓党建促师风教风“改头换面”强团队助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澄迈二小“后进”变“先进”

澄迈扩大出口成效凸显

今年1月至7月
出口额5.39亿元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叶上荣）今年以来，澄迈县积极抢抓发展机遇，提
高开放水平，扩大出口成效凸显。海南日报记者
6日从澄迈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澄
迈共出口冻鲳鱼、苦丁茶、无核荔枝、桥头地瓜等
产品3.08万吨，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达
5.39亿元，同比增长2.3%。

据悉，澄迈一方面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鼓励
企业创造绿色健康品牌；一方面向企业提供国外
法律法规标准培训，助力企业升级壮大，鼓励出口
企业开展各种国内外认证，获得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11个、GAP（良好农业规范）认证2
个、BAP（最佳水产养殖规范）等国外认证4个。
如今，澄迈共有瓜菜出口检验检疫备案基地3个，

“三品一标”认证产品48个。
据了解，澄迈著名的出口企业海南翔泰渔业

股份有限公司去年水产品销售在全国同行业中排
名第三，罗非鱼产品出口量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
第一。今年1月至7月，该公司收入达1.89亿元，
带动3000个农户实现人均年收入超5万元。

今年1月至7月，出口冻鲳鱼、苦
丁茶、无核荔枝、桥头地瓜等产品

3.08 万吨，远销 24 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额达5.39亿元，同比增长

2.3%

澄迈启动“保教护航”月
专项监督检查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肖虹 方欣）为把纪律和监督挺在前面，层层压
紧压实全县教育系统“关键少数”的责任，办好
澄迈人民满意的教育，9月3日，澄迈县纪委县
监委联合有关部门启动“保教护航”月专项监督
检查工作。

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由18个监督检查组
对澄迈县城及各镇学校（幼儿园）进行监督检查，
内容涉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干事不负
责不履职”问题及民生领域等多个方面；重点监督
检查县教科局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各校“关键少
数”履职尽责、校园安全执行落实、学校师德师风
转变、学校后勤保障等情况。截至目前，监督检查
组共发现相关问题97个。

下一步，澄迈县纪委县监委将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全面梳理，通过发放纪检建议书、监察建议书
等方式，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及整改到位，
并责令县教科局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谈话提醒，防
微杜渐。

同时，依照“保教护航”月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部署，澄迈县纪委县监委将根据各中小学校、幼儿
园的自查自纠情况，对学校“三防”建设落实、校园
食品与饮水安全、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进行突击
检查和“回头看”检查。

澄迈通报澄清
6起失实信访举报件
为干部增添敢做善为的“底气”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蔡红）9月3日，澄迈县纪委县监委印发《关于六起
失实信访举报的澄清通报》（以下简称《通报》），对
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效能办主任、征地办副主
任邓雄等6人的失实举报进行了澄清，进一步强
化正面激励，最大限度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责任担当精神，为干部增添敢做善为的“底气”。

《通报》称，有实名举报件指出，邓雄在2010
年负责有关项目征地工作时，存在骗取征地款的
问题。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征地项目征地款已全
额拨付给土地所属村民小组，涉及的青苗及地上
附属物补偿款也已拨付给各农户。且在该项目征
地过程中，邓雄并未参与征地工作，不存在骗取征
地款的问题。

《通报》强调，当前，海南开启新一轮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澄迈需要
大批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改革者、开
拓者。干部讲原则敢担当可能会得罪部分人，会
触动一些人的不法“奶酪”，遭受到非议乃至诬
告。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要
坚信组织始终是干事创业者最坚定的靠山，只要
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就不用担心遭受非议、误解，更
不用担心被问责处理。

近日，澄迈县瑞溪镇联合县热作
局在该镇罗浮村“党建+禁毒+扶贫”
创业基地举办了水果种植技术培训
班，邀请农技工作人员为该镇4个村
委会的50多名贫困村民讲解番石榴
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贫困户发展产业，
增收致富。

文/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图/通讯员 王家专

“课堂”搬到果园
言传身教助增收

金江镇3天拆违
1.1万平方米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王家专）扎实推进违法建筑
整治工作，形成打违高压态势。8月
31日至9月2日，澄迈县金江镇联合
县综合执法局等职能部门，依法对当
地“玫瑰之恋”项目的违建实施拆除。
拆违面积达11220.83平方米。

据统计，此次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
120人次，大型拆除机械4台，依法拆除
违法建筑共41栋，其中主体酒店面积为
8490.61平方米，其他违建约2730.22
平方米。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澄迈
开展六大专项整治工作以来，金江镇始
终对打击违法建筑保持高压态势，城区
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澄迈税务局首期
“青年讲堂”开讲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崔辉）为推动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顺利落地，同
时练就一支党性强、业务精、有战斗力的税务铁
军，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首期“青年
讲堂”在金江开讲。

在本期讲堂上，授课人对“股权转让”所涉及
到的税种、政策及征管措施等内容一一进行了讲
解。据悉，该讲堂将根据青年干部的学习需求，相
继推出涵盖税收业务、政治经济、人文历史、公文
写作等内容的一系列课程，进一步为机构改革添
活力，为税收发展蓄动能。

澄迈县企业职工
运动会闭幕
华能电厂工会代表队获8金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王雪丽）近日，由澄迈县总
工会主办，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会
承办的2018年澄迈县企业职工运动
会在老城闭幕。

此次运动吸引了海南翔泰渔业股
份有限公司等 22 家企业工会代表
队参赛。最终，华能电厂工会代表队
共斩获8个项目“金牌”，成为本次赛
事的大赢家。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有关负责人
表示，举办本次企业职工运动会，旨在
丰富广大职工的业余文体活动，促进
广大职工通过运动强健体魄、培养合
作意识，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招商引才

今年1月至8月，澄迈共签约苏
宁海南电商运营中心、京东澄迈电子
商务物流产业园及运营结算中心等项

目20个，总投资额达90.12亿元

今年 1月至7月，全县

新增注册资本 161.4 亿

元，同比增长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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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稻在水中生，虾绕稻而游——这
是稻虾共养项目的生动写照。

“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在稻
田里进行养殖，不仅能解决水稻病虫
害防治的难题，也能给虾群提供良好
的生长环境，可谓‘双赢’。”9月4日，
在位于澄迈县金江镇塘北村的海南
归耘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稻虾复合
种养示范推广基地内，该公司技术骨
干马源潮拿起两只小龙虾，仔细观察
其发育情况。

该公司总经理罗海涛介绍，目前
小龙虾的市场价为每斤45元，在此种
植的“虾稻米”市场价为每斤10元，按
照每亩稻田每年可产500斤小龙虾、
600斤“虾稻米”计算，每亩水田年产值
可达2.85万元，经济效益十分突出。

“同时，稻虾共养项目也符合生
态发展的需求。”罗海涛说，小龙虾对
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水体中若存在农
药残留，虾群便会大面积死亡。“因
此，小龙虾也可以‘监管’生态稻米的
生长环境。”

陈列在基地里的一个个检验瓶便
是最好的佐证。罗海涛表示，这些瓶
内分别装有养殖户们送来的稻田水体
样本，企业将对样本的PH值、氨氮含
量等数值进行检测，符合标准的才能
开展下一步合作。为了保证水体质
量，该基地内每饲养一批小龙虾，还会
隔离有农药残留的水源，净化水体，并

利用物联网技术进行实时监测。
对于小龙虾是否会啃食水稻这

一问题，马源潮解释道：“只要密度适
中，小龙虾非但不会影响水稻生长，
还可通过食用水稻残渣、害虫以及微
生物等，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

发展稻虾共养项目好处多，但为
何在海南不常见？马源潮认为，这和
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有关。小龙虾繁

育的最佳水温为18℃-28℃，但海南
的水温可持续升至30℃以上，导致每
只小龙虾的产卵量从300余粒降至约
50粒。若选择从外省购买虾苗，运输
途中的损失率也让养殖户头疼不已。

罗海涛介绍，该公司已投入200
余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攻
关，并聘请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人
员，以及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热科院环植所共同参与研究，截至目
前，运输损失率已由今年5月的80%
降至现在的10%，小龙虾单体产卵
量也提升至200余粒。

“过去种植水稻效益不高，导致农
民不愿垦荒种稻，出现了不少撂荒
地。”罗海涛表示，该基地所处位置原
为一片撂荒多年的土地，发展稻虾复
合种养模式让撂荒地重新焕发了生

机。“这也是一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希望
地方政府和养殖户能给予更多关注。”

据悉，下一步，该公司将着重在
科研攻关、产业扶贫等方面发力，力
争让稻虾共养这一现代化产业项目
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可以预见，
米香虾肥的场景今后将在澄迈更多
地方出现，帮助农村美了生态、农民
鼓了口袋。（本报金江9月6日电）

一企业在澄迈发展稻虾共养项目，每亩产值可达2万多元

育虾有“稻”致富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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