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启动“圆梦女孩”
志愿行动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黄泽纬）日前，澄迈在金
江镇举行2018年“圆梦女孩”志愿行
动启动仪式暨“自强女孩”表彰大会，
为15位家境贫困的“圆梦女孩”和15
位品学兼优的“自强女孩”发放7.5万
元扶助金

据悉，“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启动
后，志愿者将与开展一对一长期帮扶
和短期团队帮扶，通过开展心理辅导、
家长培训等方式，帮助女孩解决实际
困难，促进女孩成长成才，。

据了解，“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和
“自强女孩评选活动”是澄迈县关爱女
孩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通
过这些活动，向澄迈县全社会传播关
爱女孩成长成才、维护女孩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观念，引导全社
会关注女孩生存环境，营造有利于女
孩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会后，澄迈县卫生计生委、澄迈县
计生协会还组织开展了圆梦特色课，
通过现场授课不断调动女孩主观能动
性，激发其内在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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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勇

“澄迈的创业氛围相当浓厚，政
策扶持到位，是创业的沃土。”近日，
在2018（第九届）海南省创业大赛总
决赛上，澄迈返乡创业大学生蔡於旭
养殖的瑞溪慧牛项目获得二等奖，说
起自己创业的成功，蔡於旭认为离不
开澄迈县委、县政府的扶持。

近年来，澄迈县大力实施人才驱
动战略，创新举措，积极扶持返乡大
学生创业，目前共有2700多名大学生
返乡自主创业，进一步激活农村资源
要素促进乡村振兴。2017年，澄迈成
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返乡创业试点
单位”。

制度创新
健全创业扶持工作体系

“我们的成功离不开政策的支
持。”澄迈县中兴镇家龙村创业青年
王安文从2013年返乡创业至今，成立
合作社大力发展牛大力、福橙种植。
小有成就的他最感谢的就是澄迈县

出台的一系列创业帮扶政策，“有困
难找政府，他们一定会派专业的人员
给我们指导。”

为了扶持返乡大学生创业，澄迈
出台了《关于鼓励和扶持返乡大学生
自主创业的实施意见（试行）》《澄迈
县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扶持工作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支持创新创业发
展的政策体系。同时，澄迈县建立了
县委统一领导、县委组织部牵头、职
能单位、各镇参与的创业扶持体制机
制，成立“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全县大学生返乡创新创
业扶持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返
乡创业工作的领导。

在健全申报评审机制的基础上，
澄迈还设立大学生返乡创业扶持资
金。2013年以来，澄迈县委、县政府
累计注入创业资金1600万元，兑现
扶持资金876万元，扶持212名返乡
大学生创业。目前，其中的35名返乡
大学生注册自主品牌产业，拉动创业
资金近 1.5 亿元，带动解决就业近
4000人。

不仅如此，澄迈县委、县政府还
为返乡创业者搭建创业融资平台，并
进一步放宽创业贷款政策。截至目
前，澄迈发放大中专毕业生创业担保
贷款415笔 3587万元，合伙创业15
笔400万元，直接扶持773人自主创
业、自谋发展，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创
新创业发展。

载体创新
搭建创业服务平台

在澄迈县创业孵化基地里，“胡
椒哥”陈大维正在为公司的事务忙
碌。作为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陈大维
致力于把家乡的白胡椒推广到全国
各地，“县委、县政府提供了平台，让
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尽情发挥。”

为了使创业者拥有创业平台，澄
迈建立了面积为1500平方米的“澄迈
县创业孵化基地”，已引进12家企业
入驻孵化。认定了海南英立“创客+”
创业孵化基地、海南生态软件园创业
孵化基地等两家创业孵化基地，其中
海南英立“创客+”创业孵化基地已入

驻38家孵化企业，海南生态软件园创
业孵化基地已入驻2991家孵化企业。

创业者们则以澄迈县青年创业
协会为依托，互相提供项目启动、资
源嫁接、创业培训等服务和支持。

另一方面，澄迈积极打造农村电
商平台，助推大学生返乡创业。今年
上半年，通过电商平台累计配送件数
高达8万件，实现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超过7.2亿元，带动返乡大学生等网
络就业超过1000人。

同时，澄迈还加大示范点建设，认
定山口村的无籽蜜柚种植、大丰镇的
果子狸养殖、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渔业
养殖、桥头镇的渔家休闲旅游等4家大
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树立了一批先进
创业大学生代表，通过宣传报道他们
的成功经验和先进事迹，扩大典型影
响，以点带面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

活动创新
助推返乡创业蓬勃发展

“在比赛中获奖是对创业者的肯
定，但同时也激励着我们要在事业上

更努力、更用心。”在曾凭借《澄迈无
籽蜜柚高效种植》获得海南省创业大
赛二等奖的创业者安烁宇看来，当前
澄迈县创业大环境越来越好，参加比
赛更能激发创业者的动力。

一直以来，澄迈十分重视各类创
业比赛，选送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参
加海南省创业大赛，获得全省二等奖
项目2个、三等奖项目2个。在县里，
澄迈多个部门联动，举办了“创响澄
迈，你我同行”创业大赛。

澄迈还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
方式，瞄准省内高校人才富集“第一
线”，进驻到海南大学等高校搭建创
业宣传平台，创新打造“政府+创业平
台+高校”三级联动招才引智模式，进
一步吸引大学生回乡创业。

对于返乡大学生及创业青年，澄
迈还组织资深企业专家对他们进行
创业理念、市场分析等培训。近年
来，澄迈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5200
人次，就业指导培训4120人次。已助
推150人实现成功创业，多个创业项
目获扶持及培训指导后发展壮大。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

澄迈创新举措扶持创业，大学生返乡创业蔚然成风

“我们的成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何传进）11 月 1日上
午，澄迈思源教育扶贫联盟山口学校
在金江挂牌，标志着澄迈思源教育扶
贫联盟（以下简称思源联盟）正式成
立。成立思源联盟是澄迈贯彻落实
《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文件精神，大力振兴乡村教育的
重要举措。作为澄迈成立的首家教
育扶贫联盟，思源联盟将通过托管澄
迈原山口中心学校、原太平中心学
校、原金安中心学校以及3所学校下
属完小和教学点，实现管理模式、师
资力量、教学设备、基础设施、后勤服
务等资源共享，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教
育质量。

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内容，更是让贫困人口
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治本之
策。澄迈县教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思源联盟成立后，将实行“1+3”
共享教育模式，充分发挥澄迈思源
学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和优质教育资
源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力争用3至5年
基本解决被帮扶地区贫困的代际传
递问题。

具体举措包括将澄迈思源的管
理模式共享给各被帮扶学校，进一步
提升当地教育教学水平；实施联盟内
教师跨校交流制度，着力提升农村教
师专业素养；根据教育教学工作实际
需要，完善各项设备使用制度，思源
联盟内各学校共享教学设备资源；并

由镇一级政府部门统一协调，利用当
地幼儿园校车资源解决被帮扶学校
1至3年级学生的日常接送问题。

为保障教学质量，思源联盟还将
对各被帮扶学校办学质量实行年度
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思源联盟对各
被帮扶学校校级领导拥有任免建议
权，并报由澄迈县教科局审批；对不
服从组织工作安排的人员，联盟每年
拥有向教科局退回占该学校总编制
3%以内教师的权力，澄迈县教科局
也将按照需求，每年为联盟补充相应
数量、对应专业的教师。

澄迈县教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经费支持上，澄迈县政府将按照每
校每年50万元的标准，每年拨付给
思源联盟专项托管经费150万元，并

纳入县财政预算，用于学校教育教学
各项工作经费开支。

太平、山口、金安等地属澄迈教
育欠发达地区，也是澄迈思源学校初
中部每年主要的生源流入地。澄迈
思源学校校长张兴虎表示，“联盟成
立后，我校可将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
和办学思路推广到这些地区，提升被
帮扶学校的小学教育质量，进而解决
澄迈思源学校初中部的生源质量参
差不齐，以及学生辍学等问题，这是
一举多得的好事。”

据介绍，下一步，澄迈还将完善
联盟各项管理机制，逐步实现联盟优
质资源共享，做到集中办学，集中寄
宿，集中管理，促进该县城乡义务教
育实现优质均衡化发展。

加强校际帮扶合作 斩断贫困代际传递

澄迈成立首家教育扶贫联盟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庄婷芳 王国辉）“你的
电动车逆行，需缴纳罚款50元。”“你
们要在震动线内侧骑车，平时注意看
警示标志。”……11月1日早晨，澄迈
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刘创和同事
在金江镇文化北路开展例行检查。

今年9月24日起，金江镇文化北
路等7个路段试行单向通行，10月1
日正式施行。“部分驾驶人的观念、习
惯短时间内改不过来，逆行现象较多，
需要加强引导，让他们按单循环线路
行驶。”刘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澄迈
依托“路长制”工作勤务机制，整合交
警、特警、治安警等多警种力量，最大

限度屯警街头，提升路面综合管控能
力，为道路单循环改造提供了充足的
警力保障。截至今日，单循环改造已
逐渐被老百姓接纳，本月单向通行道
路事故发生2起，同比下降84%。

据悉，今年以来，澄迈县公安局
根据省公安厅部署要求，创新探索

“路长制”工作新模式，通过构建“一
警多能、多警联动、社会参与”的警务
机制，积极推动道路交通安全“一元
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取得了一
定成效。

以此次道路单循环改造为例，澄
迈先是安排各级“路长”针对城区拥
堵路段进行调研分析，确定高峰期各

主要路口的平均拥堵时间；随后，针
对城区主干道路狭窄等客观因素，组
织“路长”向当地车主、驾校考生等发
放道路单循环改造调查问卷，积极听
取民意，综合评估方案可行性。7个
路段试行单向通行后，澄迈还建立了

“交警、特警、路管员”路面管控体系，
疏导交通。自9月24日以来，在单向
通行道路上共发现逆行车辆925辆，
其中，9月24日至9月30日共教育劝
导车辆340辆；10月 1日正式施行
后，共处罚逆行车辆585辆。

此外，澄迈以“路长制”为抓手，每
周定期开展2至3次交通不文明行为
集中整治，目前，由各级路长、路管员

在金江和老城辖区内查扣的拼装三轮
车达100余辆；同时，通过在车辆出行
高峰期，于福山、老城、永发等地开展
10余次农村道路集中劝导，共查处无
牌无证二轮摩托车100余辆。

“‘路长制’实施也给社会治安带
来了积极变化。”澄迈县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自今年1月落实“路长
制”勤务机制以来，全县治安警情共
计926起，同比下降45%，“下一步，
我们要进一步推荐‘路长制’工作，实
现变末端治理、事后处置、被动服务
为前端预防、事前化解、主动服务的
警务模式创新，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

澄迈探索“路长制”工作新模式，解决道路交通治理难题

从“一元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

环保公益诉讼微电影
《老树》澄迈开机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梅艺馨）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澄迈
县委宣传部与澄迈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品的公益
诉讼检察题材微电影《老树》在澄迈正式开机。由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反贪局局长陈海的扮演者
黄俊鹏领衔出演，将在今年“12·4”国家宪法日推
出，于全国主流视频网站播映。

今年以来，澄迈县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职能，围绕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占用林地等破坏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加大监督力度，挖掘公益诉讼
线索，截至目前共立案调查公益诉讼案件16宗。
微电影《老树》正是取材于澄迈县检察院办理的打
击伪“共享农庄”真实案例，展现了公益诉讼制度
在基层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执法智慧，揭示了公
益诉讼职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利益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展示了基层检察官执法
为民、公正办案的良好形象。

本片中，黄俊鹏将出演一名正直公正、执法为
民的检察官，《人民的名义》中公安分局局长程度
扮演者徐光宇则出演一个利益熏心、欺骗群众的
集团老总，另有陆天元、郜峰、唐茜雯等演员友情
加盟。

“海报集团爱心读者团”
走进澄迈
以爱心消费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 （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宋祥达）爱心消费助
力精准扶贫。日前，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联合澄迈县
委宣传部、澄迈县新闻办，组织“海
报集团爱心读者团”走进澄迈，共
向贫困户购买总价4000余元的农
副产品。

活动当天，“海报集团爱心读
者团”团友们先后来到澄迈县加乐
镇效古村、加乐村，以及张宁青少
年羽毛球培训基地和福山镇洋道
村，现场感受澄迈乡村的美丽风
光，了解当地体育事业发展成果。
在“爱心消费”环节，团友们各自购
买了一份猪肉，并交由孩子送给当
地的孤寡老人。

澄迈表彰45名环卫工人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咸瑜）环卫工人是城市美容师，是扮靓城市容颜
的无名英雄。日前，澄迈县政府联合澄迈玉禾田
公司对王巧珍等45名优秀环卫工人进行表彰，以
进一步增强环卫队伍的向心力、凝聚力，推动澄迈
环卫工作管理水平稳步提升。近250名环卫工人
代表参加表彰活动。

表彰活动上，澄迈县环卫工作者们还表演了
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编排的文艺节目，包括舞蹈
《PanamaC哩C哩》、琼剧《张文秀》、广场舞《中国
广场舞》等，充分展示了环卫工作者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澄迈法院破解“执行难”
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果
共受理案件3154宗，结案率91.85%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聂秀锋）自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向“执行难”全面
宣战以来，澄迈法院以空前力度推进相关工作，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海南日报记者从10月30日召开的澄迈县“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联席会议上获悉，截至目前，澄
迈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3154宗，结案2897件，结
案率达91.85%。

据介绍，近三年来，澄迈法院以开展“夏季风
暴”等专项行动为契机，不断规范执行行为，强化
执行措施，创新执行手段，加大诚信惩戒力度，拓
宽失信曝光渠道，现已执行到位金额1.5953亿
元，发出限制高消费令1247例，发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650例，对24名被执行人发出司法拘留决
定书，对112宗案件的159名困难当事人发放司
法救助金271.87万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会议要求，澄迈法院要充分运用联席会议
搭建的沟通协调平台，切实增强执行工作合力；
各联席单位要对标履行工作责任，全力支持配
合好法院执行工作；要加快网络查控系统建设，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查人找物”能力，尽快
实现各联席单位与联合信用惩戒体系的网络对
接，加大对失信人员的打击力度；要加强法治宣
传，逐步形成全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支持
执行的良好氛围。

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福山中心学校校长
等2人涉嫌违纪违法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林海龙 林尤浩）海南日报记者11月1日从澄迈县
纪委监委了解到，澄迈县福山中心学校校长徐亮涉
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澄迈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澄迈县第二小学办公室原主任王正善
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澄迈县纪委纪律审查。

澄迈县五人制
足球联赛落幕
富江队以7胜1平战绩夺冠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王家专）竞技绿茵，激情四
射。日前，由澄迈县文体局、澄迈县足
协联合举办的2018年澄迈县五人制
足球联赛在金江镇万泰体育馆落下帷
幕，澄迈富江队以7胜1平积22分的
成绩摘取本次联赛桂冠。各参赛球队
运动员、教练员等共143人参加闭幕
仪式。

据了解，澄迈县近年来高度重视
足球运动发展，已连续举办多届澄迈
县足球联赛、澄迈“迎春杯”足球赛、县
级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等，并针对中
小学生举办多类型足球培训班，为全
县足球运动的发展营造了浓厚氛围。

11月1日，俯瞰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的一处田野。时下正值秋收时节，水稻金灿灿地铺满田地，绘
就出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金秋的田野

澄迈福丰咖啡山庄旅游热
澄迈福丰咖啡山庄占地70亩，于2014年建

设，一期工程现已完工开始营业。项目包括咖啡、
垂钓、体验菜园果园等，日均接待游客500人次
至600人次，年收入达700万元左右。

二期工程计划明年开工，建设内容包括酒店、
民宿等，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旨在把山庄打
造成澄迈县美丽乡村旅游名景点。图为澄迈福丰
咖啡山庄一景。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