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近5斤重的草花蛇，被王肖天从
蛇群中一把拎起，激得它来回扭动，长
长的信子快速地一吐一收，但这位朴
实的养殖户毫不慌张……

“这蛇没有毒，别怕，摸上去凉丝
丝的。”9月10日下午，在澄迈县文儒
镇石浮村，手中抓着蛇的王肖天笑着
对来访的海南日报记者说。

在石浮村及附近的村庄，像王
肖天一样“与蛇共舞”的农户约有20
户。文儒镇政府近期做过统计：该
镇养殖蛇的规模超过 3万条，平时
销往广东、广西等地，效益很好，每
条重达 3.5 斤的商品蛇如今可卖至
450元，刨去养殖成本，养殖户能赚
到约250元。

蛇浑身是宝

王肖天的养殖基地依山傍水，风
景秀丽。除了千余只在池塘里游荡的
海南红鸭，王肖天真正的“宝贝”是养
在棚内的4500条草花蛇和眼镜蛇，总

产值超过200万元。
“蛇浑身是宝。”王肖天说，蛇肉鲜

美可口、营养丰富，蛇胆、蛇毒、蛇油等
可入药治病。艺高胆大的王肖天还在
现场展示了一番活取蛇毒的技巧，只
见他抓起一条饲喂已久的眼镜蛇，小
心翼翼地将蛇头的獠牙扣在杯壁上，
让毒液缓缓从獠牙中流出，流入容器
当中，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过去，大伙都不会取毒，我便找
内地的老师傅学习。”王肖天说，多掌
握一门手艺，增收的道路就能多一条。

养蛇需胆大心细

“养蛇不像养牛羊，有危险性，
需要饲养者胆大、心细。”从2001年
开始和蛇打交道，至今，王肖天养蛇
谋生已有 18 年，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也留下了多个“印记”。在他摊
开的手掌中，道道细密的疤痕显而
易见。“这是被草花蛇咬的”“这是被
眼镜蛇咬的”……王肖天对于手上
的伤痕印象深刻。

多次被蛇咬，可王肖天却一直对

这种危险的爬行动物“宠爱”有加。在
他的养殖基地内，设有专门供蛇晒太
阳的“小花园”和给小蛇们加温的温
室。“除了把控温度，湿度也十分重
要。”王肖天说，蛇蛋大多埋在沙土里，
如果水分不够，蛇蛋会变得干瘪，水分
过多则会导致蛇蛋爆裂，因此，拿捏增
湿的分寸很关键。

下午，石浮村村民王德宣正好赶
来基地“取经”。王肖天告诉对方，为
了让蛇肉质鲜美，光让蛇晒太阳还不
够，“你需要去采购小拇指大小的幼
蛙，作为小蛇的‘开口料’，待它长至1
斤左右，再饲喂小鸡、小鸭。”

谨慎发展蛇产业

王德宣曾是村里的贫困户，在跟
随王肖天学习了养蛇技艺后，自己回
到家里搭棚养蛇，很快就脱贫了。“养
蛇这项产业不‘粘人’，正常运转后，只
需隔两到三天进行一次投料即可。”王
德宣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一条蛇从幼
蛇养至3.5斤仅需1年多，并且每条蛇
每年可产蛋15枚至20枚，“每颗蛇蛋

能卖至40元，当年就可获得收益。”
据悉，近年来，文儒镇深入实施生

态农牧小镇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特色
种养殖产业，目前已发展有草花蛇、山
猪、孔雀等多个极具特色的养殖产
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养蛇收益高、见

效快，但对技术的要求也较高，我们将
引导有实力、有水平的养殖户继续发
展这一产业，不断突出生态品牌效应，
但在推广上还是以谨慎态度为主。”文
儒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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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符畅艳 邓慧静

“党建工作要持之以恒地做，这几
年以党建引领村庄发展的成效显现
了，每位党员更要全力以赴做好党建
工作。”9月12日上午，在澄迈县文儒
镇珠宝岭村党支部办公室，村党支部
书记李德东对村里的党员说道。

珠宝岭村位于澄迈县、定安县、屯
昌县三县交界处，是一座风景秀丽的
村庄，共有346户1620人，村党支部
现有党员干部42人。走进珠宝岭村，

只见鸡鸣牛哞，池鱼游弋，绿树荫间，
村民饲牛喂鸡，忙得不亦乐乎，一副充
满活力的乡村画卷展现在眼前……

过去，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村党支
部发展活力不足，珠宝岭村发展较为
滞后。近几年，该村党支部通过狠抓
党员教育、完善制度建设、提升服务水
平，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力推动了珠宝
岭村的快速发展。

“珠宝岭村的党员队伍较为年轻，
要以党建推动村庄发展，首先要调动
年轻党员的积极性。”李德东表示，为
了促进党支部内部规范化管理，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示范、带动作用，村党支

部先后制定《珠宝岭党支部议事规则》
《珠宝岭党支部2017年度组织活动计
划》《党支部党员言行举止行为规范》
等制度，从制度上强化了党小组建设，
使党内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党组织
力量进一步加强。

同时，珠宝岭村制定了《关于开
展“两学一做”示范活动的决定》，成立
护路保生态、关爱弱势群体等四个先
锋队；并结合村“两委”干部工作职责，
开展“党建+统筹精准脱贫与美丽乡
村建设”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包括“党
建+卫生整治”“党建+计划生育”“党
建+医疗监督”“党建+精准扶贫”等

以“讲团结、讲道德、讲规矩、讲奉

献”要求自身，珠宝岭广大党员干部以身
作则，高质量落实各项党建工作任务。

“党建工作搞上去了，村庄的风气
好了很多，下一步就是发展产业脱贫致
富了。”李德东说，2016年9月，村里组
织“两委”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及村中
有创业意识高的村民一行20余人到澄
迈县大丰镇荣盛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大型养猪场考察学习，提高村民的发
展信心和勇气，寻找发展产业的路子。

这次考察，更坚定了珠宝岭村发展
产业的决心。此后，朱宝岭村村民陆续
建起了5个存栏有数百头猪的猪业养殖
场、1个存栏60多头牛的牛业养殖场、2
个鱼鸭鹅混养场、3个大型山寮鸡养殖

场、种植沉香500多亩。如今，这些产业
已经成为该村脱贫攻坚的主要支撑。

强化党建引领村庄发展，珠宝岭
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6-2017
年度，珠宝岭村党支部获评澄迈县先
进基层党组织；今年2月，珠宝岭村党
支部被澄迈县委评为“七星党支部”。

李德东说，下一步，村党支部将以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切入点，统筹推
进美丽乡村与生态文明村建设，引入
资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生产
道路建设，盘活优质土地资源，发动村
民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力争早日实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

文儒镇珠宝岭村党支部实施多项“党建+”活动

“党建引擎”驱动村庄发展加速跑

澄迈文儒镇20户农户养蛇数万条，销路好收益高

与蛇共舞致富路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徐应颐 徐红豆）8月5
日，加乐镇加乐社区居委会加乐墟大
操大办“外嫁女聚会”活动，在社会上
造成不良影响。9月11日，澄迈县纪
委县监委印发通报，对存在失职失责
问题的加乐社区驻点组负责人王澄
新与加乐镇党委、镇政府及镇纪委负

责人等8人进行问责处理。
通报指出，加乐社区驻点组负责

人王澄新身为中共党员，不履行工作
职责，抓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移风易
俗工作不力，对加乐社区“外嫁女聚
会”活动事前不引导、事中不监督、事
后不报告，其对该活动大操大办造成
严重的不良影响负有直接责任。本

月，澄迈县纪委依纪依规对王澄新涉
嫌违纪行为进行立案审查。

此外，因履职不力，加乐镇党委、
镇政府及纪委负责人也于9月分别
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通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上述
通报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强化宗

旨意识，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
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县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切实把纪律和监督挺
在前面，聚焦奢靡浪费等不正之风及
其背后的监管失职失责问题，持之以
恒加大正风肃纪工作力度，坚定不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细
落实落地。

狠刹“外嫁女聚会”大操大办歪风

澄迈问责处理8名失职失责人员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李虹燕）“在这办理税务
业务不用取号、排队，即到即办，非常
方便！”日前，在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
税务局设立于海南生态软件园的24
小时自助办税区内，海南巴别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陈敏在发票
发售终端上接入税控盘，放入领票
簿，在完成感应身份证、核对信息等
流程后，便领取到了购买的发票，全

程不到3分钟。
澄迈县税务局设立24小时自助

办税区不仅方便了纳税人，也减轻了
机械性工作给税务工作人员带来的
负担。该局工作人员翁敦阳说，以办
理退税业务为例，纳税人往往需要打
印一定周期内的完税证明，耗时较
长。若纳税人在自助办税区完成打
印，既可以不排队、随时办理，也避免
了长时间占用服务窗口，阻碍办税效

率提升。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24小

时自助办税区于本月正式投入使用，
共设立8台自助办税终端机，可自助
办理发票代开、发票领购、发票验旧、
完税证明打印等15项业务。

澄迈县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24小时自助办税区与办税服务
厅、网上办税厅构成多元化办税格
局，打破了纳税人“排队办”“耗时

长”的办税局面，缓解了实体办税服
务厅的办税压力，极大提升了办税
效率。

据悉，新税务机构成立以来，澄
迈县税务局先后推出全面微信预约
办税、办税“容缺受理”服务等。下一
步，该局还将在简化办税流程、减轻
办税负担、提高办税效率等方面不断
出硬招、实招、好招，力求为纳税人提
供更加优质的纳税服务。

澄迈24小时自助办税区投入使用

办理15项税务业务不用再排队

关注澄迈七星党支部

男子无证驾驶无牌农用车
载19人上高速被拘留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国辉）无牌农用车开上高速公路，车上载有十余
人……日前，有群众在G98环岛高速公路敦茶互
通附近看到这一幕后，及时报至澄迈交警大队指
挥中心。

接警后，澄迈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迅速通知红
光派出所路管员及福山交警中队民警进行拦截。
民警到场调查发现，不仅该农用车没有牌照，驾驶
员徐某方（男，47岁，浙江省温岭市人）也无驾驶
证，且该车辆违法搭载19人。据徐某方透露，该
农用车主要用于接送大丰镇周边打短工的村民。

随后，民警对该无牌农用车进行了暂扣处理，
对驾驶员徐某进行拘留，同时也对农用车上的乘
坐人员进行了交通安全常识教育。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主题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任富杰）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共青团澄迈县委了
解到，澄迈县委组织部、共青团澄迈县委日前决定
在全县青年党员、团员中开展“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主题征文活动。征文时间为9月6日至9月
25日。

据悉，本次征文比赛设青年党员组、青年团员
组两个组别。各党（工）委、团组织要统一部署、统
一学习、统一组稿、统一初评、统一填写《澄迈县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主题研讨征文活动推荐
表》，并将推荐表、投稿征文电子版集中报送。投
稿作品要紧扣工作实际，主题鲜明、逻辑严密、层
次清晰、文笔流畅，须为作者原创且未经公开发
表，严禁抄袭、剽窃、代笔等。

征文阶段结束后，澄迈相关部门将组织专家
评委对所有文稿进行评审，最终评出两个组别一
等奖各1名、奖励1000元。同时还将选择优秀征
文作品在“澄迈党建”“澄迈共青团”微信公众号等
媒介展示，并编制成册印发。

澄迈广场健身操
大奖赛报名开始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2018年
澄迈县广场健身操（舞）大奖赛将于9月22日在
金江举行。赛事最终将角逐出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3名。参赛队伍最高可获奖金
6600元。目前，该赛事已启动报名工作。

据悉，本次大奖赛年龄要求为18至65周岁，性
别不限。每支队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队员
14-18人（含替补人员），其中上场比赛队员不得少
于14人。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

有意参赛的队伍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澄迈文
体”并下载、填写报名表，送至澄迈县文体局报名
或 发 送 电 子 版 报 名 表 到 指 定 电 子 邮 箱 ：
53694644@qq.com。

骑行长寿之乡
邂逅“醉美”风光

9月9日上午，2018年海南美
丽乡村绿色骑行活动（澄迈站）在大
丰镇启动。来自海口、澄迈、临高、
儋州、屯昌等市县的200多名自行
车爱好者参与骑行。

本次骑行活动以“绿色澄迈，醉
美乡村”为主题，旨在宣传生态、健
康的出行方式，促进澄迈当地体育
与旅游的进一步融合。骑行线路总
长21公里，途经富力红树湾湿地公
园、盐丁美丽乡村、肖阳美丽乡村、
那小美丽乡村等。

文/本报记者 陈卓斌
图/通讯员 王家专

澄迈科协为南墩村村民办培训班

实用农技送到村民家门口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 （记者陈卓斌）苦瓜

豇豆的种苗该如何筛选？土壤的酸碱度多少为
最佳？……9月12日，澄迈县科协在金江镇南墩
村办起培训班，把农业实用技术教授给40余名
村民。

课堂上，澄迈县农技中心工作人员李博赈围
绕种苗、土壤、农药等方面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农
户讲解了多项技术要点，帮助农户解决实际生产
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并发放《豇豆种植技术》等
书籍，为农民课后进一步提高农技水平提供帮助。

澄迈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系列活动

智闯“交通宫”学做文明人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9月以

来，澄迈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宣教民警，深入澄
迈各中小学校积极开展新学期“智闯交通宫”交通
安全进校园系列活动，为中小学生上了一堂图文
并茂、生动活泼的交通安全常识课。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智闯交通宫”活动是
2018年“畅通海南—文明出行”系列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主题活动之一，分为户外游戏和课堂授课
两部分。活动通过设计交通安全主题游戏，将相
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交通安全出行知识等内容
教给学生，实现寓教于乐。

144名青年应征入伍
六成以上为大学生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咸瑜）9月10日起，澄迈县陆续运送应征入伍
的新兵到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兵种涵盖海、陆、
空、武警等。海南日报记者在澄迈县征兵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今年澄迈共有144名新兵应征入伍，
其中女兵4名，大学生新兵占新兵总数六成以上。

据悉，2018年夏秋季征兵工作自1月开始动
员以来，澄迈县切实抓好宣传关、初审关、体检关、
政治考核关，各项工作程序规范，稳步推进，严格
按照军委国防动员部和省军区下发的优先定兵原
则，确保把最优秀的兵员输送到部队。澄迈公开选拔

羽毛球后备人才
已有496名小学生报名参加

本报金江9月13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李健）“教练我想打羽毛
球！”“我要报名！”……9月12日，澄
迈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地教练员
走进澄迈县部分小学校园，公开选拔
羽毛球后备人才，受到学生们的热情
欢迎，当天共有 496 名孩子完成登
记。本月15日至16日，该基地将对
符合条件的孩子进行集中测试。

据悉，澄迈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
训基地于今年4月1日正式启用，是
张宁羽毛球培训体系建立的第三个全
国性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培训基
地。该基地首批招入105名小学员，
其中9名学员为澄迈县特殊教育学校
学生。

原北京什刹海体校教练、张宁青少
年羽毛球培训基地总教练韦平表示，海
南孩子普遍在灵敏性和“球感”方面表
现出色，但专业技术仍有待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提供高水
平的培训，帮助孩子们连接职业发
展渠道，为澄迈县乃至海南省组建
青少年专业羽毛球队输送人才。”韦
平说。

王肖天观察草花蛇生长情况。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