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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快讯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最近，忙碌在治超治限一线的昌
江黎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吴增
荣，收到了一封货运从业者们联名书
写的表扬信。

带头写信的人叫符瑞荣，在昌江
从事了多年的货运工作。作为治超治
限的整治对象，符瑞荣形容他和吴增
荣的关系“亦敌亦友”。

“今年9月我就响应号召，主动把
我公司里所有货车私加的挡板拆了，
结果一单活儿都接不到！”符瑞荣坦
言，作为货运公司负责人，超载带来的
危险和维护成本让他深恶痛绝，但巨
大的利益让不少人愿意冒险。

因此，作为工业重镇的昌江，治超
治限一直就是老大难问题。今年6月
我省启动治超治限三年攻坚战，昌江
多部门联合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力度
之大、态度之坚前所未有。

铁腕重拳治超治限，免不了斩断
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吴增荣随时准
备着迎接络绎不绝的说客和各种恶意
举报。因此，收到这封联名表扬信，让
他很意外。

当超载成了习惯，无疑增大了执
法人员的整治难度，也抵消掉整治效
果。“上路查车，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
瓢，不从源头上打掉恶习，整治就成了
一阵风，撼动不了根基。”吴增荣说，为
此昌江的联合治超部门改变思路，将
整治和管控的重点放在了昌江大量的

用车企业上。
自开展治超治限工作以来，昌江

交通运输、交警、公路等部门，对本地
的水泥厂、原材料厂等工业企业开展
了全面的台账清查工作，摸清了企业
的用车量和出货量，也找到了治超治
限的关键。

吴增荣表示，在源头上设置治超
高压线，能有效保证每辆从昌江运出
货物的货车不能超载，而“精准识别”
的罚单，也让企业在出货时不敢超
限。同时倒逼企业进行管控，主动参
与到治超治限中来。

约谈8家企业负责人、查处违法
货运车辆362辆次、开出20余张罚
单、切割车厢113辆……自开展治超
治限工作以来，昌江用“源头管控+路

面执法”的方式，有效打击了超载恶
习，逐步恢复的运输市场秩序，也赢得
了从业者认可。

“超载少了，危险也少了，司机们
赚上了安心钱，当然得写封表扬信！”
符瑞荣笑着说。

据统计，今年6月来，昌江交警
部门共处理超载案件 163 件、罚款
9.25万元，切割货车车厢107辆、罚
款5.35万元，全县的道路安全有了明
显提升、事故发生率则明显下降。随
着源头管控的方式成效显著，货车司
机和企业也对于治超治限举措表达
了支持。

“原来担心车不超载，企业出货量
会大打折扣，损失都要算到企业头
上。事实上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不

但企业利益没什么影响，还改掉了多
年的恶习。”昌江一家本地工业企业负
责人包洪海说，开展治超治限攻坚战
之初，企业主动配合相关工作，除对企
业自有车辆开展整治、从源头上控制
装载量外，也对前来拉货的外来车辆
进行了管控。

现在，昌江大大小小的用车企业
里，随处可见治超治限的宣传材料，昌
江相关部门还通过开展司机座谈、巡
回宣讲等方式，不断地让合法运输的
观念深入人心。

“昌江是货车运输重镇，外来车辆
庞杂，要做到货运从业者不想超载，治
理道路还长。”吴增荣说，这封表扬信，
让他知道距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本报石碌12月19日电）

昌江铁腕治超治限，源头管控获企业配合、行业认可

一封来自货运从业者的表扬信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12月19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
县乌烈镇峨港村的一间民房外，村民
叶良荣正抱着孙子晒太阳，享受着暖
洋洋的午后时光。

“天气是转暖了，小孩子可着不
得凉，快把鞋子穿上。”坐在叶良荣对
面的女子边说边手脚麻利地给孩子
套上鞋子，就像照顾自家孩子一样。

女子叫王秋玲，与叶良荣一家非
亲非故，是去年由昌江县粮食局派驻
到村里的扶贫干部。但在村里的干
部和村民们看来，她和叶良荣就像亲
姐妹一样。

叶良荣一家是2014年便纳入识
别的贫困户，丈夫符英华身体不好干
不了农活，子女们当时还都在读书，
没有劳力没有路子，一家人都看不到
苦日子的头。“我家这房子建在村路
口，车来人往，看着左邻右舍赚了钱
盖了房，只有我们家继续住着破烂的
瓦房。”叶良荣说，生活的压力压得她
喘不过气，家里10来亩地也撂了荒，
更断了致富的路。“村里人和我们家

的来往都少了。”
比生活贫穷更可怕的，是内心的

贫穷。刚来到村里时，王秋玲便懂得
这个道理，要帮助叶良荣一家脱贫，
得先治好“心病”。

自去年6月起，除了正常的入户
帮扶外，每个周六王秋玲雷打不动地
来到叶良荣家，聊家常、聊生产、聊脱
贫，还时常带着礼物前来，为一家人
送上惊喜。

亲人般的关怀，温暖了叶良荣一
家的心，也让她家苦日子有了一抹亮
色，“秋玲对我们一家真的很好，台风
天她放心不下，还专程赶来，真是苦
了她！”叶良荣感叹，扶贫干部这么努
力，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加把劲？

心与心的距离近了，脱贫的路也
平坦了。在王秋玲的帮助下，叶良荣
家的 10亩撂荒地重新开垦种上辣
椒，辣椒收获时收购价上涨，半年时
间里叶良荣一家就有了4万多元的
收入。随后叶良荣申请了危房改造
补助，建起一栋崭新的平顶房。

峨港村的路口，再也见不到往日
叶良荣家那破败的瓦房了。

“今年辣椒长势不好，秋玲还帮
我们联系了南瓜种植企业，教技术育
种苗，今年的收入也低不了。”叶良荣
笑道。

叶良荣一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年
底就可以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了。而
王秋玲仍旧习惯在繁忙工作之余抽时
间到叶良荣家里坐坐，“‘亲人’嘛，当
然是越走动越亲咯！”她笑着说。

田地里，叶良荣的儿子正照料着
刚刚冒出来的南瓜苗。“南瓜苗长势
不错，春节前就能有收成，今年脱贫

绝对没问题。”王秋玲说。
匆匆到田地里看了一圈，王秋玲

还得赶回去处理自己手上的工作，离
开峨港村，她心里还有一丝不舍。用
她自己的话说，把贫困户当做亲人，
这是一个扶贫干部应该做的工作，交
得了真心，才扶得了真贫。

（本报石碌12月19日电）

昌江粮食局驻村干部王秋玲“用心”扶贫

治理贫困户内心的“撂荒地”
扶贫人物

王秋玲（左）和叶良荣在田地里查看南瓜苗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摄

昌江着力发展品牌农业，以品牌助发展、促融合，实现农业转型升级

打造明星产品 亮出金字招牌

交真心,扶真贫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扶贫先扶志，扶志还需扶心。像
王秋玲这样，与贫困户交真心，给贫困
户送温暖、送志气、送信心，把脱贫的
信念种子深深地埋进贫困户的心田，
保证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信心脱贫，是
扶志扶心的范例。

在采访中，许多细节都能让海
南日报记者感受到王秋玲对贫困
户的真心与热情：她对叶良荣孙子
体贴入微的照顾、她对每一户贫困
户家里细节十分熟悉、她耐心地讲
解扶贫政策、她紧锁眉头帮贫困
户 想 脱 贫 的 办 法 …… 看 她 这 么

“拼”，贫困户发家致富的干劲也被
激发出来了，这种干劲是什么也换
不来的。

王秋玲并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
壮举，但她用她的坚持与真心，潜移默
化地影响贫困户，激发他们的内生动
力以早日脱贫。

真心的付出换来了贫困户的快乐，
而这亦是王秋玲扶贫工作的快乐吧。

树品牌，铺就致富路

十月田镇姜园村驻村第一书记
张优良笑着介绍道，每年圣女果上
市，都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从全国
各地赶来的收购商，为的就是“姜园
圣女果”这个招牌。

自2004年有村民尝试种植圣女
果以来，规模逐年扩大、技术逐年精
进、产值逐年提升，如今在小小的姜园
村，上万亩的圣女果带来的是年产值
近3亿元的产业，98%的村民参与其
中，收获的是一栋栋的“圣女果楼”。

“在2013年，村里陆续成立了10
多家合作社，贷款投入种植，把‘姜园
圣女果’做成了品牌。”张优良说，有
了规模、有了口碑，农产品的品牌效
应开始积聚，姜园村也从圣女果产业
基地，逐步发展成了圣女果的集散中
心，有外地客商慕名而来，等着收购
优质的圣女果。“姜园村还被原国家

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张优良说。

姜园村的品牌化农业之路，在昌
江并非个例。海尾镇五大村的王品
冰糖蜜瓜、十月田镇保平村的优质毛
豆等等，无不让当地农户鼓了钱袋
子、住上新楼房。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昌江在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推行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利
用企业在特色基地建设、品牌打造和
质量提升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全县农
业发展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

截至目前，昌江已累计注册涉农
商标108个、创建出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基地17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6
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2个。

树品牌，全县一盘棋

在今年的冬交会上，昌江还特

别邀请了 72 名省内外客商一同参
展，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昌江在冬
季瓜菜、热带水果、农业加工业、手
工制造业等方面的情况。在农产
品推介之余，昌江还把重心放到

“山海黎乡·纯美昌江”这个大品牌
的推介上。

要树立农产品的“小品牌”，昌江
也要做强农业“大品牌”。

“在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
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的同时，我们还集
中精力打造昌江县域农产品统一的
地标性标识。”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
说，让全县农产品包装、营销统一使
用“山海黎乡·纯美昌江”的标志，有
助于帮助县域内的农产品提升知名
度，也有助于昌江农产品整体品牌的
打造。

如今在海口，也能找到昌江特色
农产品的专卖店，统一标识的使用也
扩大了昌江在农产品、旅游等多方面

的整体宣传范围。
在此基础上，昌江建立起“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的农业发展模式，培
育出昌江芒果、霸王岭山鸡、乌烈乳
羊、王品冰糖蜜瓜等一批特色农产
品，并在今年4月完成了“乌烈扶贫产
业示范园”“昌江现代乌烈产业园”

“海南黎乡产业园”等三家省级现代
产业基地（园区）的申报工作，在未来
提升农产品品质的同时，也让特色农
产品带有浓厚的昌江印记。

树品牌，产业大融合

“事实上，做强‘山海黎乡·纯美
昌江’的大品牌，不仅让全县的农产
品都有了‘名头’，也推进着农旅结合
的脚步。”在昌江农业局副局长林永
军看来，在目前昌江已经形成的“春
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秋游棋子湾、
冬登霸王岭”全域全季旅游格局中，

“夏品芒果香”就是农旅品牌结合的
典型。

自去年起，昌江便开始在多领域
尝试“农旅融合”发展，除“夏品芒果
香”这样的优势品牌结合外，共享农
庄也是探索的主要领域。

黄金城表示，昌江目前已经编
制《昌江黎族自治县共享农庄创建行
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积极
引导企业开展共享农庄创建试点，加
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延长农产品产
业链，促进农旅结合。其中，位于十
月田镇的雪古丽共享农庄目前已初
具规模。

有超过百种品牌农产品、有名
声鹊起的“山海黎乡·纯美昌江”大品
牌，曾经作为工业重镇的昌江，正通
过品牌打造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在
未来的规划中，作为“山海黎乡大花
园”的昌江，将带来更多特色品牌农
产品。

（本报石碌12月19日电）

昌江提升扶贫干部
脱贫攻坚履职能力

本报石碌12月19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符长雨 陈家漠）近日，省脱贫
攻坚第八督导组联合昌江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县纪委监委等部门，开展了职能部门一把手访谈
活动，旨在通过促进扶贫干部掌握、熟悉扶贫帮扶
政策“两熟悉”情况，切实提高脱贫攻坚履职能力。

访谈现场，工作人员围绕脱贫攻坚应知应会
知识，以及各自帮扶对象的基本信息掌握情况，分
别对住建、民政、教育、就业和卫计委等五个“三保
障”职能部门一把手进行了访谈。通过此次活动，
昌江要求各职能部门责任人和帮扶责任人进一步
提高对扶贫应知应会政策知识的熟悉掌握程度，同
时为年底即将举办的县级脱贫攻坚擂台赛做好充
足准备，为扶贫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据悉，未来昌江还将不定期地对县内的脱贫
攻坚大队长、中队长，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党
委副书记、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干部以及驻村第
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进行访谈，继续提高对脱贫
攻坚政策业务知识的熟悉度。

昌江消防为“候鸟”
普及防火知识

本报石碌12月1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陈家漠）为进一步推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同时结合“候鸟归巢”的特点，增强居民群众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火灾事故防御能力。近日，昌江黎
族自治县消防大队宣传工作人员深入小区，为广
大居民送上冬防知识大餐，为“候鸟”们打造消防
安全“零”隐患的安乐窝。

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天气逐渐变冷，家
庭用火用电量明显增多的特点，通过列举典型家庭
火灾案例，为广大居民介绍了消防安全知识，讲解
了家庭火灾的特点和危险，并指出家庭生活中常常
会被大家忽视的防火陋习，提升群众的防火意识。

此外，工作人员还就如何处置初起火灾、如何
逃生自救、如何正确拨打119求助电话等安全技
能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提醒广大居民不能
超负荷使用家电，不能随意私拉电线，要使用正规
厂家生产的电线插排，外出时要及时拔电、关火等
等，以免发生火灾。

12月18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农民们正在采摘黄秋葵，运往省内外市场销售。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何顺彪

12 月 19 日下午，昌
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
姜园村，刚采摘下来的圣
女果正在各个打包车间
里被一一清洗、包装、入
库，用不了多久，他们就
会出现上海、浙江、山东
等地消费者的果盘内。

名声在外的姜园圣
女果，不是第一次这样
“跋山涉水”了。而在整
个昌江，越来越多的特色
农产品吸引到诸多岛内
外客商前来采购，开始闯
岛外市场。

目前，昌江的品牌农
产品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
可，在刚刚结束的海南冬
交会上，昌江着力推介毛
豆、圣女果、霸王岭山鸡三
大明星农产品，现场成功
揽下近1.2亿元订单。

作为传统工业市县
的昌江，已收获到农业转
型发展带来的红利。如
今，昌江在树立农产品
品牌的同时，通过包装、
营销“山海黎乡·纯美昌
江”的统一标识，打包推
介本地原生态的农产
品，并通过农旅结合的新
探索，走出一条农业转型
发展的新路子。

昌江法院执结
一起土地纠纷案
双方7年积怨终了结

本报石碌12月1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林小映）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通过与
十月田镇政府及派出所、司法所、国土所等多部门
联动协调，成功执结一起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案，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历时7年的堂兄弟
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终于得以化解。

据了解，案件申请执行人孙某勇与被执行人
孙某山系十月田镇某村村民，二人系堂兄弟关
系。2011年9月，孙某山在建房时，孙某勇根据
其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认为孙某山非法侵
占其宅基地，由此产生纠纷。

经多方多次调解未果后，孙某勇将孙某山诉
至昌江法院，要求返还其非法侵占的宅基地。昌
江法院经审理查明，依法判决孙某山在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将其建在孙某勇宅基地上的地基墙脚予
以拆除，但判决生效后，孙某山始终未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2012年至2014年，昌江法院曾多次派出执
行干警走访当地村委会干部及群众，并与当地政
府及派出所、司法所、国土所等部门联动，对双方
当事人做了大量教育督促工作，但双方始终因对
抗情绪较大，无法达成和解协议。2014年9月，
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孙某山发出公告，责令限期
履行拆除地基墙脚义务，但限定期限届满，被执行
人孙某山仍拒不履行。

本月中旬，经昌江法院联合多部门的多方努
力，申请执行人孙某勇与被执行人孙某山终于自
愿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孙某勇自愿放弃与被执
行人孙某山争议的宅基地使用权，案件的结束，也
终于让双方7年的积怨终结。

昌江人民医院成功开展
一项腹腔镜手术

本报石碌12月1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李德乾）12月18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医院成功开展一台经腹腔镜乙状结肠癌根治术，
结束了昌江此类恶性肿瘤患者转诊上级医院治疗
的历史。

据了解，此次手术的开展，不仅旨在助当地患
者摆脱病痛，也希望借助此次机会，提升当地的医
疗水平。

今年8月，昌江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正式签
订了医疗帮扶协议，截至目前，已经有三个批次共
计19名专家来到昌江进行指导帮扶，在手把手传
帮带帮助医生提升水平的同时，也为昌江医疗的
学科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先进的技术优势、人才
优势、管理优势的帮扶下，未来五年，昌江还将重
点扶持心血管内科介入诊疗和胸痛中心的建设，
以及妇科腔镜技术、儿科中心、神经外科显微镜手
术和卒中中心、泌尿外科腔镜技术（泌尿系结石和
前列腺增生症）、消化内镜诊断与治疗等多方面的
综合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