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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旅游

澄迈动态澄迈强化老年服务日常工作，养老服务机构功能日渐完善，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让老人老有所养是我们的责任”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家专

“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有人
做饭，还有人打扫房间，来了3年，每
天都过得很好！”10月10日，在重阳
节即将到来之际，海南日报记者探访
了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的澄迈县养老服
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今年96
岁的五保户老人李来姑开心地讲述她
服务中心的舒心生活。

“来到我们这里的老人，都是60
岁以上的孤寡五保户老人。因为他们
没有人照顾，就必须由社会来承担照
料他们的责任。”服务中心院长曾维坚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服务中心于2014
年11月投入运营，目前共有95名五
保户老人入住，其中有失能老人15
名，半失能老人11名。每个月，政府
为服务中心五保户老人发放的低保
金，有300元用于老人在服务中心的
日常开销，其余则由老人自己保存。

接近午饭时间，在服务中心的食
堂里，数十名老人已经在等候开饭。
不一会儿，食堂的工作人员将热腾腾

的饭菜推出，并给每位老人添满。部
分无法行动老人的饭菜，则由护工打
好，送到房间里喂食。

在服务中心一侧的活动中心，配
备有老人们喜爱的棋牌室，阅览室、输
液室、健身房等也都配备齐全。曾维
坚说，服务中心是以“医、养、护、娱”为
一体的服务功能设计建造的养老服务
机构，当前共有专职护理人员7名和9
名管理人员照顾老人们的日常起居。

刘让交老人于今年4月来到服务
中心，当时，腰椎有问题的他是坐着轮
椅来的。“来到这里之后，有人专门照
顾我，每天陪我走路。”刘让交说他现
在已经可以自己走路了，说完还站起
来走了几步。

“我们还和对点医院建立了联系，
如果老人生病了，救护车可以直接把老
人接走治疗，并且可以由医院直接对接
相关部门，‘一站式’报销老人的医药
费，为老人提供便捷的医疗保障。”曾
维坚说，不仅如此，也常有社会爱心人
士来到服务中心为老人送温暖。

在服务中心的生活过得好，没有进

入养老院的老人也有好去处。每天下
午，金江镇黄竹村长寿老爸茶园都热闹
非凡。和瑞溪镇天瑞老年活动中心一
样，长寿老爸茶园是一个社会力量支持
养老服务的典范。在这里，社会力量自
发为老年人义务劳动，为老人提供下午
茶点、剪头发、按摩等免费服务。老人
在享受服务中，度过愉快的时光。

“让老人老有所养是我们的责
任。”澄迈县民政局副局长吴殷萌介
绍，当前，澄迈着力建立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强化
老年服务日常工作，养老服务机构功
能日渐完善，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同时，每年澄迈县民政局还引导
社会力量不定时举办各种敬老活动。
通过“十大长寿之村、十大长寿之家、
十大长寿夫妻、十大长寿明星、十大敬
老之星”评比表彰等活动，在全社会营
造敬老、助老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
加强老年文娱设施和体育设施建设，
广泛开展老年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
的文化生活。

“养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进入

养老院是一种选择，居家养老也是一种
选择。”吴殷萌说，为了支持居家养老，
2018年，澄迈县政府投入50多万元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在县城区域全面铺
开。按照“待遇有别、突出重点、适当普
惠”的原则，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家庭

困难程度和现实养老服务需求，确定无
偿服务对象。之后，由政府财政资助，
为特殊困难群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
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
临终关怀等方面的无偿、低偿服务。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李健

从泥泞的乡间小路到环村水泥
路；从浑浊的水池到清澈的生态景观
塘；从垃圾遍地的荒地、破败不堪的废
弃房屋到新建的村民活动广场、休闲
公园……这是澄迈县金江镇仁丁村委
会兹可村——一个曾经脏乱差的贫困
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样的变化，在
金江镇政府、仁丁村委会和景园集团
海南公司（以下简称景园集团）三方的
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12天。

据悉，仁丁村委会下辖10个自然
村，有588户3321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63户 269人，被澄迈县列为

“十二五”整村推进贫困村。由于基础
设施落后、群众环境卫生意识不强，过
去该村“脏乱差”的面貌长期存在。

仁丁村驻村第一书记蔡仁杰说，
为进一步加快脱贫攻坚整村推进工
作，9月25日，澄迈县引入景园集团
与仁丁村结成对子，由金江镇政府、仁
丁村委会和景园集团共同组建成立仁
丁村脱贫攻坚项目建设指挥部，实施
仁丁村综合人居环境整治。

景园集团在与仁丁村结对当天便
制定了建设概念规划方案和规划图；
占地1500平方米的村民活动广场从
实际动工到基本竣工用时不足2天。
村民们的建设热情同样高涨，纷纷主
动参与项目建设。最终仅用了12天
的时间便换来了兹可村的崭新面貌。

10月6日下午，澄迈县贫困村项
目建设现场观摩暨下阶段推进会议在
兹可村召开。会议组织各职能部门、
乡镇以及全县30个贫困村相关负责
人等来到兹可村项目建设现场进行观
摩，详细了解该村项目的发展建设、运
作模式等情况，计划将扶贫工作思路
在全县进一步推广。

在现场参观的各贫困村相关负
责人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仁丁村的
发展思路与长处，进一步明确工作思
路，加快整村推进，助力全县决战脱
贫攻坚。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

政企合作、全民参与，金江镇
兹可村重树村容村貌

一个贫困村的
12天蝶变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李健）“今年国庆黄金
周，我们村作为革命老区村庄相当热
闹，我们工作的机会也更多了。”10
月10日，澄迈县金江镇高山朗村贫
困村民徐代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黄金
周期间，高山朗村红色旅游开展得如
火如荼，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以“旅游+扶贫”为抓手，挖掘红
色文化底蕴，今年国庆黄金周，澄迈
县旅游委推出红色之旅线路迎接游
客，让游客们感受峥嵘岁月的艰辛，

体验寓教于乐的红色旅游魅力。
10月3日上午，澄迈组织了70

余名游客开展“助力旅游扶贫 重温
红色记忆”为主题的澄迈县2018年
国庆黄金周红色之旅体验活动。本
次活动线路从高山朗村出发，坐船
渡过南渡江，到达龙江乌什村，继续
前往塘北革命老村。

高山朗村作为红色文化之旅的
第一站，为到来的游客提供了当年
的红军军装和用品。澄迈县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红色之旅活

动促进“旅游+扶贫”，发动周边贫困
户在内的广大村民参与到了红色旅
游产业发展中，通过红歌演唱、服装
租赁、餐饮服务、整治环境等方式，
让村民获得相应的报酬，真正实现
旅游扶贫的带动作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澄迈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实施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以旅游沿线和景
区景点周边乡村为重点，创新产业发
展模式，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积极探索和创新“旅游+扶贫”模

式，打造一批旅游扶贫示范村，借助
旅游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为贫困
人口就业、创业、增收提供平台，带动
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推动旅游精准扶
贫取得实效，让贫困群众共享旅游产
业发展成果。

今后，澄迈将继续积极扶持有
旅游资源和一定接待能力的乡村，
依托传统村落、民俗风情、生态休闲
等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点，到
2020年建成6个旅游扶贫示范村，
让示范村内贫困户增收脱贫。

澄迈旅游委以“旅游+扶贫”为抓手，挖掘红色文化底蕴，推出红色之旅线路

文旅融合富足革命老区群众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李贤达）2018年国庆黄金周，澄迈
县各景区景点推出异彩纷呈的活动
吸引了众多游客。黄金周期间，澄
迈接待游客21.93万人次，同比增长
18.77%，旅游总收入7896.78万元，
同比增长19.83%。其中，乡村旅游

接待游客11.14万人次，占总游客量
的51%，成为该县假日旅游新热点
和增长点。

10月6日上午，澄迈县在金江镇
黄竹村九仙湖水庄举办“长寿澄迈
欢乐九仙”2018年国庆黄金周唱响美
丽乡村音乐活动，有歌唱、舞蹈、琼剧、

小品、有奖问答、竹竿舞互动体验等精
彩节目，为游客增添更多游玩体验，在
游客心中烙下乡土文化的印记。

据悉，今年澄迈县着力推介乡
村旅游，通过在瑞溪镇、罗驿村、美
榔村和宋岭村等古镇古村举办乡村
音乐活动，展示澄迈民俗风情和特

色文化，将澄迈咖啡、古村落、长寿、
佛教等文化和品牌以汇演的方式向
外地游客推介宣传，在乡村旅游中
融入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旅游体验，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集节
目汇演、文化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
的新业态和新思路。

国庆黄金周澄迈接待游客21.93万人次，同比增长18.77%

乡村旅游成假日旅游新热点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叶上荣）近日，两届羽球
奥运冠军张宁来到澄迈县金江镇，启
动冠军扶贫行动。该行动首批选拔
将面向澄迈贫困家庭，选拔10名符
合羽球运动条件的1至4年级小学生
进行免费培训。

张宁说，自己和团队将以“体育+
教育+扶贫”的形式，通过落户于澄迈
的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地，吸纳小
学阶段贫困学生，帮助贫困儿童掌握一
技之长，“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向这些孩
子传递体育精神，弘扬健康向上的生活
方式，让贫困孩童也怀有冠军梦。”

据了解，落户澄迈的张宁青少年
羽毛球培训基地于今年4月1日正式
启用。该基地首批已招入105名小
学员，其中9名学员为澄迈县特殊教
育学校学生。

今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
贫办联合印发《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

实施意见》，明确实施冠军扶贫行动
并将其纳入总局优秀运动员志愿服
务活动重点内容。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澄
迈将为此次冠军扶贫行动提供大力
支持，通过体育运动进一步激发贫困
户的脱贫积极性。

奥运冠军张宁在金江镇启动冠军扶贫行动
将为澄迈贫困儿童提供羽球培训

深入推进就业扶贫

澄迈举办“助力脱贫”
企业用工招聘会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蔡德）为深入推进就业扶贫，推动高校毕业
生、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等各类求职人员
实现就业，澄迈日前在老城镇四季康城广场举
办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助力脱贫”企业用工招
聘会。

据统计，此次招聘到场企业共44家，提供岗
位450个，涉及业务销售、家政服务、水电技工
等。招聘会共有500余人到场求职，其中贫困人
口人数80人，达成就业意向人数68人，现场累计
发放政策宣传材料390份。

海购节澄迈站活动启动
120家企业参与促销

本报金江 10月 11 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蔡德）近日，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
节澄迈站促销活动在澄迈县金江镇南亚广场
启动。该县紧紧围绕“美好新海南、购物新天
堂”主题，针对本地消费者、国内游客、国外游
客三类消费群体打造为期一个月的大型促销
活动。

本届海购节澄迈站促销活动共有120家企业
参与，涵盖时尚百货、家电数码、家居建材、餐饮、
电商、旅游、文化等20余个行业。澄迈计划通过
线上线下大促销等方式，全力将10月打造成“黄
金促销月”。

福山举行全民健身活动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张仁圣 王家专）日前，2018海南福山全民健身
骑跑活动在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开展。来自
海南各地的骑友及跑步爱好者共300多人参加此
次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为“福地骑跑·长寿澄
迈”，由骑行和跑步两个项目组成，其中骑行赛程
为21公里，跑步赛程为13.14公里，路线为福山咖
啡风情小镇—福山高铁站—丰行村—博才希望小
学—文生小学—伯乐果园—中石油加油站—福山
咖啡风情小镇。活动不仅吸引众多骑跑爱好者来
到澄迈美丽乡村游玩，在运动中享受健康与快乐，
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赛，享受悠闲
时光，品尝澄迈特色美食。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主办，澄迈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澄迈县旅游
发展委员会、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委会、
澄迈县福山镇人民政府承办。旨在开创“体
育+”新模式，促进体育、旅游、经济、文化的深度
融合，引领体育产业、旅游经济互动发展的新方
向，倡导全民健身、全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理念。

“美丽海南”优势摄影作品巡展走进澄迈

生动展现海南发展成就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周敏）10月10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美丽海南”——群众优秀摄影作品巡展在澄迈县
文化馆举行。

此次巡展展示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光辉历
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巡展作品是从我省各
市县群艺馆、文化馆中精选出来的50件群众优
秀摄影作品，涉及海南人文纪实、风光风情等题
材内容，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生动地展现了改
革开放以来海南的建设发展成就、人文自然风貌
和时代风貌，表达和弘扬了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据介绍，澄迈县文体部门还借此契机举办了
“春雨工程边疆行”古村旅游文化美术摄影巡展等
一系列丰富的活动，进一步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和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澄迈开展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组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到
省警示教育基地参观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蔡德）10月10日上午，澄迈县委宣传部组织全
县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各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到海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实地参观，以反
面典型为镜鉴，接受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在教育基地，全体人员现场观看了《千里之
堤，毁于蚁穴》警示教育片及中外历史贪腐篇、国内
省内典型案例篇和贪官忏悔篇等警示教育内容。

一个个鲜活典型的腐败案例，生动揭露了
那些放松了思想改造、丧失了理想信念的各级
领导干部逐渐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
活上腐化，最后沦为阶下囚的犯罪过程，展示
了他们给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恶劣
影响，给社会、家庭所带来的严重伤害和个人
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参观结束后，参观者感触颇深，纷纷表示，
此次廉政警示教育活动很有意义，内心受到强
烈震撼，深刻警醒自己今后一定要做到严格恪
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力创工作
佳绩。

日前，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的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海南生态软件
园二期），各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目前，海南生态智慧新城起步
区正在进行一次性基础设施、一次
性景观绿化建设。

据介绍，海南生态智慧新城规
划14.5平方公里。在产业培育方
面，“腾讯生态村”“中国游戏数码
港”“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等项
目已落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司佳豪 摄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
加快建设

10月10日，生活在澄迈县养老服务中心的96岁老人李来姑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