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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12月1日上午，阳光覆盖了澄迈
县桥头镇桥东村，村中的数百颗桑树
苗在阳光下茁壮生长。“这些小树苗
长得好，希望亲手栽种它们的平哥能
早日康复，来看看他最牵挂的这批桑
树苗。”说起桥东村委会副主任王平，
村委会委员王昌仕脸上带着忧愁。

海南日报记者在王平的办公室
里看到，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他没来
得及写完的材料，内容停留在了“种
桑养蚕产业三年规划目标”这一处。
11月初，王平在到镇政府领完扶贫
资料后突发脑梗塞住院。经过抢救，

王平虽脱离生命危险，但说话不利
索、手脚麻木等问题仍困扰着他。

“他太累了！”村党支部副书记李
克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王平除了分
管扶贫、民政等工作，还要负责管理
村里的种桑养蚕示范基地。“大到解
决全村贫困户的危房改造问题，小到
照料一只只蚕宝宝的‘生活起居’，他
都身先士卒、十分耐心”。

李克孙说，尤其是前阵子面对繁
重的扶贫工作，55岁的王平没说过
一个“累”字，骑着摩托车来回奔波操
劳，直至病倒。

桥东村委会下辖9个自然村，总
人口逾2500人，因土地较干旱、水利

不畅等原因，村子经济底子一直较薄
弱，村子也尝试过种植香蕉、甘蔗以
及诺丽果等，均未见起色。“今年1
月，澄迈县桥头镇组织我们到临高县
皇桐镇学习种桑养蚕产业，这才为我
们村引来了‘源头活水’。”王昌仕说，
看见村子发展的希望，王平非常兴
奋，干起活来不分昼夜，什么苦活累
活都不放过。

在王平等村“两委”干部的努力
下，种桑养蚕产业不断传来利好消
息：蚕茧以“张”为计算单位，每张茧
约有 100 斤，能带来约 2200 元收
益，每隔15天就能销售一次。今年
6月，第一笔分红3万元已交到了基

地纳入的26户贫困户和巩固提升
户手中。

“平哥，我们前几天卖出了今年
最后一批蚕茧，市场反应好得很
……”12月 1日下午，带着喜讯，王
昌仕、李克孙等人再次来到王平家
中看望他，却不曾想话还没说完，就
被王平打断：“村里还有好多事要忙
呢，你们别为我操心，都去忙工作
吧！”说完，他支起虚弱的身体，准备
开门送客。王平的妻子赶忙拉住
他，向众人致歉：“他就是刀子嘴豆
腐心！回家复健以来，总在念叨着
那些桑蚕，一心就想赶快恢复，回去
干活哩！”王平见状只能作罢，便坐

下向王昌仕、李克孙问起桑蚕基地
的发展情况，当听到新一批桑树苗
生长茂盛时，他脸上才逐渐展露出
笑颜。

见到往日身材高大、健步如飞
的同事变成此般境况，王昌仕等人
心里很不是滋味。看出他们的担
忧，王平最后执意要步行送客，“你
们看，我的身子骨好着呢！脱贫致
富任务艰巨，大伙还等着我回去帮
忙，我可不会在这里就倒下！”夕阳
下，王平一步一步向前挪动，脚步虽
然不快，却踏实稳重，就像脱贫攻坚
的步伐，坚实有力。

（本报金江12月6日电）

澄迈桥东村委会副主任王平突发脑梗塞，复健中他最牵挂扶贫产业——

“大伙还等着，我不会倒下！”

本报金江12月6日电（记者陈
卓斌）“今年，我们通过互联网售出了
2100斤瑞溪牛肉，总额超过110万
元！”6日下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蔡於旭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合作社新培育了一批猪肚菇，待
采收后也将“触网”销售，以进一步延
伸拓宽产业，促农民增收。

据悉，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
作社目前吸纳了83户贫困户，共有
133头“扶贫牛”在该合作社 养殖基
地集中饲养。过去，由于生态养殖成
本高，合作社产的牛肉在价格竞争中
缺乏优势，销路问题一直困扰着蔡於
旭，“如今，通过在海南爱心扶贫网、微
信微商城上销售，我们的订单越来越
多，销路也越开越广。”

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变化是澄迈发展电商助力农产品销售

的一个缩影。澄迈县商务部门提供的
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全县注册的
淘宝网店共500余家，各类企业、个人
在微信微商城上开店超过1600家，主
要销售桥头地瓜、福山咖啡、荔枝、龙
吉贡米等农产品。

如何让躺在地里的特色农产品销
往全国，是澄迈发展电商的重要任务。
为此，澄迈建设了集物流运输、冷库贮
藏等功能于一体的澄迈农业互联网产
业园和约2000平方米的澄迈县电子商

务运营服务中心，以及256个各类村级
服务网点，不断打通上下游产业链，让
农产品走得出、卖得好。

在人才培养方面，近三年，澄迈县
商务部门累计完成电商人员培训
7760余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户培训
2000余人次，全方位提升了农民的电
商从业意识；以技术帮扶、产业指导等
方式，带动450多户农户“触电”经营，
销售桥头地瓜、海鸭蛋、瑞溪粽子等农
产品，户均月增收超过4800元；鼓励

企业、合作社和农户成立各类地瓜网
店184家，年销售总额超过1.26亿元。

澄迈县商务局方面表示，下一步，
澄迈将积极整合县域的物流企业，共
同打通线下物流“最后一公里”；加大
生鲜冷链产品储备的基础建设，鼓励
支持企业提高冷链生鲜配送能力；加
大力度保障农产品的邮寄效率，同时
结合“海南爱心扶贫网”等优质平台，
为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进一步打开销
售渠道，助农民鼓起腰包。

澄迈发展电商助力农产品销售,畅通上下游产业链

“网”路打通销路“土”货变身俏货

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金江镇夏富村建加工厂，规模化、标准化发展酸菜产业，传统美食成脱贫支柱

大茂酸菜“吃”出甜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真香！”12月5
日上午，在澄迈县金
江镇夏富村茂富果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酸菜加工厂，社员
王方娃打开一瓶腌
渍好的酸菜向来访
者展示时，一股腌渍
酸菜的香味扑鼻而
来，到访者情不自禁
地赞叹道。

“大茂酸菜”，这
道在当地流传了
300 多年的传统美
食，如今已是该村村
民脱贫致富的支柱
性产业之一，不仅全
村60户贫困户全部
加入合作社，普通村
民也抱团发展酸菜
产业，这一美食助当
地实现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清晨，大茂村村口，雾气散尽，贫
困村民符世卿来到菜地，带着小弯
刀，蹲下身子准备动手收割制作大茂
酸菜的主要原料、当地人称“六帮菜”
的绿叶蔬菜。“不能太早，也不能太
晚，在太阳刚刚把菜叶上的水珠晒干
时收割最好。”她一边割着一边热心
地介绍。

大茂村是夏富村委会下辖的一个

自然村，全村180余户900多人，村庄
毗邻南渡江，水系发达、土地肥沃。这
里种植和制作酸菜的历史已有300多
年，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腌渍酸菜。

在传统农耕的年代，村民们腌渍
酸菜，多半只为自给自足。直到
2003年，村委会主任王澄发带头注
册了“儋尾”酸菜商标，村民们才慢慢
有了闯市场的念头。

“闯市场就必须要有规模。”今年
已经63岁的夏富村委会主任王澄发
对大茂酸菜产业的发展可谓一清二
楚。他说，开始每家种植“六帮菜”多
为两三亩，全村有200多亩，但是有
了商标品牌、有了销路以后，村民们
制作酸菜的积极性骤然提高，有些人
家的“六帮菜”种植面积一下子增加
到十几亩。

2015年开始，澄迈全面实施品
牌农业战略，大茂酸菜与澄迈福橙、
无籽蜜柚、桥头地瓜等品牌农作物一
样，获得财政给予的每亩500元种植
补贴，2016年提高至800元每亩。在
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六帮菜”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如今已增至860亩。

“不仅大茂村村民，整个夏富村委会
的村民都参与进来了。”王澄发说。

腌渍酸菜的方法还是传统工
艺。不过，与以往全部由家庭作坊制
作的现象不同，近两年，村里开始出
现标准化的加工厂。

在茂富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酸
菜加工厂，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晾晒、
初次加工、二次加工、真空包装、流水
线生产，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宽敞独

立的场地，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
食品卫生和安全检测，工人们作业时
都要按要求着装，以保证食品卫生。

王澄发介绍，该合作社2017年
12月成立，一方面是为改变过去粗放
式生产方式，走向标准化和集约化，
让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则是为了
带动贫困户抱团发展。合作社成立

后，吸纳全村60户贫困户311人全部
加入，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大茂酸菜”产
业，促进农民增收。

61岁的贫困村民王瑞禄最近刚
刚收割完自家的“六帮菜”，正在利用
加工厂场地进行腌渍加工。他高兴
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有了合作社，

农户不用愁销路，所以他今年承包土
地，一人种了7亩多“六帮菜”，亩产
3500斤左右，“光卖酸菜就能实现脱
贫了！”

更让王瑞禄高兴的是，除了种植
酸菜的销售收入，加入合作社可以参与
分红，闲暇时到合作社加工厂干工，还
可以获得每天100元的劳务报酬。

品牌响了，销路通了，以标准化生
产方式生产的大茂酸菜“身价”也水涨
船高。打开澄迈电商扶贫网站，一瓶
3斤装的大茂酸菜售价31元。“以前一
斤只能卖三四毛钱，现在价格很喜
人！”村民唐容花感慨道。

当然，提价也不仅仅由于品牌效

益，能卖高价的大茂酸菜也与以往不
同。“以前出售的多半是粗加工后的
半成品，所以外地商贩过来收购将价
格压得很低。现在，都是将二次加工
后的成品进行包装再出售，开封即可
食用。”王澄发介绍。

所谓二次加工，就是将腌渍好的

酸菜切成约三四厘米不等的短段，再
加入少许食盐，用手来回揉搓，再置
入坛中发酵，使得酸菜品质更佳、保
质期更长，香味更浓郁。

不过，酒香也怕巷子深。如果没
有产业化的包装和营销手段，好产品
也难让消费者知晓。今年11月，大

茂酸菜开始在网上销售，效果出乎意
料地好，一个月的时间就售出 740
瓶。“还有660瓶的订单，我们的货不
够了，最近正在赶制。”王方娃说，有
了实实在在的扶贫产业，如今村民们
脱贫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

（本报金江12月6日电）

标准化 从小作坊到加工厂

产业化 从每斤0.3元到“10元+”

规模化 从200亩到860亩

澄迈首个法治教育基地挂牌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张仁圣）日前，

澄迈县首个法治教育基地在老城镇挂牌。该基地
由澄迈县检察院联合澄迈县司法局共同建设，是
一座集普法性、教育性、知识性于一体的综合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法治教育基地主展厅安
装了由16块LED显示屏拼接而成的沉浸式宽屏，
供来访者观看相关视频，并设有6块互动触摸屏幕，
供人查阅涉及环保、公益诉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澄迈县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法治教育基
地的落成，将有效提升澄迈县法治宣传工作的针
对性、灵活性、多样性，将为全县落实“谁执法 谁
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提供有效载体，并在提高公民
法律意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方面作出
积极贡献。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澄迈今年批捕涉恶嫌犯26人
本报金江12月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邓仕琨）今年以来，澄迈县检察院多措并举深入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目前，该院共批捕涉恶
犯罪嫌疑人26人，起诉11人，移送省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审查起诉15人，有力地打击了涉黑涉恶
犯罪，有力维护了全县社会和谐稳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澄迈县检察院
明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目标任务、基本原
则、实施步骤、打击重点、主要措施以及工作要求；
全面实行“捕诉合一”；发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
件侦查机制优势，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把好案
件事实关、证据关，确保每起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都
能“诉得出、判得了”。

此外，澄迈县检察院及时抽调人员组成工作
组，深入辖区28个派出所开展专项立案监督行动，
强化对涉黑涉恶涉毒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同
时，该院主动加强与县扫黑办协作联系，定期开展
扫黑除恶法治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扫黑除
恶的决心、举措和成效，鼓励群众积极提供涉黑涉
恶线索。截至目前，澄迈县检察院共发现诈骗、盗
窃、抢夺等各类立案监督线索11件。

将法庭变为警示教育课堂

澄迈法院公审涉毒案件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赵明伟）日前，

澄迈县人民法院联合县检察院在金江镇兴加朗小
学公开审理1宗涉毒案件并当庭宣判。该校数百
名师生旁听案件审理。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案被告人彭某某曾
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此次为再犯。故合议庭
对彭某某从重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2个
月，并处罚金5万元；另一名被告人陈某某也因贩
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3个月，并处罚金
3万元。

在此次公开庭审中，合议庭法官结合案件对
在座的师生进行了宪法宣传，并开展了禁毒知识
教育，教育小学生们要引以为戒，不要触碰法律底
线，坚决杜绝和毒品接触。

近年来，澄迈法院通过公开庭审、巡回审判等
方式，将法庭变为警示教育课堂，让人民群众现场
了解违法严重后果，进一步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海南银行澄迈支行开业
本报金江12月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12月5日上午，海南银行澄迈支行在金
江镇金马大道宝信小区揭牌营业。海南日报记者
了解到，这是海南银行设置的第21家营业网点，
也是海南银行在澄迈开设的第2家营业网点。

海南银行董事会负责人表示，海南银行将进
一步深化与澄迈县的合作，不断推进产品创新，提
升服务品质，加大对澄迈县经济建设的信贷投放
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城商行的特色和优势，积
极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助力澄迈经济健康快
速发展。

上海中医药大学海南国际
康养研究院拟落户澄迈

本报金江12月6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李健）12月6日上午，澄迈县政府与上海中医药
大学、富力集团海南区域总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拟将上海中医药大学海南国际康养研究院落户澄
迈富力国际大健康产业园，增强校企合作交流，积
极推动澄迈县中医药教育、医疗亊业稳步发展。

据了解，上海中医药大学海南国际康养研究
院规划面积3.5万平方米，包含教学中心、中医院
养生长寿博物馆、科技创新中心、创新中药研究院
等。该研究院落成启用后，将充分发挥上海中医
药大学品牌优势，汇集行业师资力量，设置针对中
医药从业人员的培训课程，逐步构建培训网络及
架构，搭建崭新的临床实践基地、新型研究教学中
心和国际化中医药交流合作平台。

澄迈县政府负责人表示，澄迈历来高度重视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始终把医疗卫生事业摆在民
生工作的重要位置，“澄迈此次与上海中医药大学
开展合作，既是为推动全县健康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新的动力，更是澄迈助力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的重要举措。”

据悉，澄迈富力国际大健康产业园项目用地
约265亩，总面积为28万平方米，产业园设置了
包括上海中医药大学海南国际康养研究院、国际
康养博览交易中心、长寿养老示范区等多个区域。

⬆ 大茂村村民在酸菜加工
厂检查成品酸菜包装质量。

➡ 大茂村村民采收制作酸
菜的“六帮菜”。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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