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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在海南

毛纳村位于五指山热带雨林地
区，全年雨天较多，适宜种茶。目前
全村3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种茶。
但是由于地处深山，农民没有市场观
念，即便是拥有30年制茶工艺的王
菊茹，也只是做茶叶供自家喝或者送
朋友，未想过靠茶叶发家致富。

在致富路上，毛纳村需要一场面
向市场的观念转变。

这一点，王菊茹最有感受。
王菊茹16岁就跟大伯学会了制

茶。她有纯手工制茶技术，却很少将

茶叶拿出去销售。但是在2015年，
当时的毛脑村驻村第一书记秦存平
来到村里，跟村民们讲要跟随市场去
发家致富，大家才开始意识到，茶叶
以及很多农产品可以卖到更远的地
方，为自己带来收入。

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指导下，王
菊茹家的水满红茶有了商标，现在卖
价为500元/斤。家里有40多亩茶
园，王菊茹几乎每天都会采茶青用来

制茶。最近5个月的时间，她卖了70
多斤茶叶，收入3万多元。

“之前没有市场意识、品牌意识，
根本想不到我们自己做的茶可以卖
到好价钱。”王菊茹说，帮扶工作人员
对村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大家转变
了观念。

为了让村民的茶青更有市场，提
高村民采茶积极性，毛纳村成立了五
指山水满大叶茶有机种植合作社。

合作社自己设立了茶叶加工厂，村民
采来的茶青都可以被合作社回收。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村民发展茶
产业的热情高涨，茶青现在可以卖
到每斤34元左右，比3年前几乎翻
了一番。

市场的春风，点燃了村民们更多
的希望。村民王进友之前酿山兰米
酒只为自己喝，现在准备扩大酿制规
模，打造山村旅游商品。“希望游客来
了，可以买到、尝到我们山里的特色
产品。”

五指山市毛纳村充分发挥生态和资源优势，打出产业振兴“组合拳”

茶香萦绕中 璞玉雕琢时

做好特色规划
推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罗霞

乡村兴则国家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最大程度激发其潜力，可以看到一
个个村庄五彩斑斓的发展之路。

毛纳村是海南众多村庄中的典
型代表。同很多村庄一样，毛纳村
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村民
有着固有的生活习惯，村里有主导
产业。如何既让村民看到效益，又
让村民生活惬意，做好科学、长期发
展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此次采访中，最大的感受就是，
要引入更多的乡村发展理念，为本
地发展注入活力。乡村实现可持续
发展，必须结合当地特色做好谋
划。在海南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
中，一些人反映贫困户懒，不愿劳
作。而毛纳村的产业发展规划，探
寻的是一条既生态又人性化的发展
路子。在这一背景下，微观生态多
样性示范村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村民不用去田地里打农药，通过
农田有机化改造，维持生态多样性；村
民不用砍林地种茶叶，而是要保护好
生态，树立品牌意识，提高茶叶的品牌
附加值。甚至，发展家禽家畜集中养
殖，让村民做更少的事情，便能拥有更
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乡村振兴中，政府应深入了解
每个村的特征，遵循当地发展规律，
深谙村民生产作息习惯。在此基础
上，做好科学合理的规划，才能让乡
村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田和新 王坤）12月23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
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摧毁“砂霸”涉
黑涉恶犯罪团伙11个，侦破包括敲
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在内的

“砂霸”类刑事案件30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63人；侦破其他相关联案件
18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8人。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

起非法采砂团伙案，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41人，扣押运砂船2艘、运砂卡车
18辆、铲车3辆、越野车1辆，查扣海
砂13879吨、砂土14000立方米，冻
结资金35万余元人民币。

经查，该犯罪团伙自2017年 9
月开始打着疏浚航道的幌子，长期
在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南山港新海
事局码头等海域盗采海砂，运往海
棠区铁炉港的“黑砂场”，并销往陵

水、万宁、琼海等地牟取暴利，经初
步核算，该犯罪团伙非法采砂近83
万立方米。

据了解，自今年5月开展打击非
法采砂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全省
公安机关共查办非法采砂类违法犯
罪案件153起，是去年同期案件数的
4.4倍，其中刑事案件37起、治安案
件 116 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440
人，是去年同期抓获人数的4.9倍，其

中刑事拘留168人、取保候审4人、行
政拘留237人、其他处罚31人。

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继续把
打击非法采砂及“砂霸”专项工作作
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内容
之一，同时，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
协作配合，对“砂霸”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一律深挖背后的腐败问题，对黑恶
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

海南公安严打非法采砂及“砂霸”

11个“砂霸”涉黑涉恶团伙被摧毁

记者手记

本周后期全岛有明显降温降雨和大风

最低气温或降至8℃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董立就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12月24日上午
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和中期，
全岛多云，东北半部地区有分散小雨或雾，气温
回升；后期受强冷空气和热带系统共同影响，全
岛有明显降温、降雨和大风过程，最低气温或将
降至8℃。

陆地方面，预计12月25日～27日白天，最高
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升至25℃～28℃，西
部和南部地区 28℃～31℃；全岛最低气温
20℃～23℃。预计27日夜间～30日，东部、中部
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部和西部地
区有小到中雨；各地气温逐日下降，至30日五指山
以北地区最高气温可降至13℃～16℃，最低气温
8℃～12℃；五指山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降至
17℃～21℃，最低气温13℃～16℃。

海洋方面，预计12月24日～27日白天，各
预报海区风力5～7级。27日夜间～30日，各预
报海区风力自北向南逐渐增大到6～7级、阵风
8～9级。

本报那大12月24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罗凤灵）12月 23日19
时，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符某荣等
19名被告人涉黑案一审当庭宣判，判
决符某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伤害罪等6宗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3年；其他18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9年至2年6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符某
荣刑满释放后，在临高县加来镇纠集谢
某豪、冼某龙等15人，通过实施故意伤
害、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
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企图控制
加来镇销售市场。该组织成员长期在
加来镇持手枪、火药枪、砍刀、斧头、钢
管等凶器，多次蒙面实施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共造成1人死亡，3人轻伤和1人

轻微伤的严重后果。
该组织严重干扰、破坏加来镇经

济、社会秩序，使当地人民群众安全
感下降，社会影响恶劣，危害后果严
重。因此，法院认定符某荣为首的犯
罪集团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经合议庭评议，根据法律规定，海
南二中院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符某
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

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
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6项罪
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3
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判处谢某豪、冼某龙等15人
19年至2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陈某
志、王某筑、王某龙3名被告人非该组
织成员，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10年
至3年不等有期徒刑。

18吨液化天然气槽罐车发生车祸

万宁成功消除泄漏隐患
本报万城12月24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蕾）12月24日，万宁市成功处置一起18吨液化
天然气槽罐车泄漏事故，现场无人员伤亡，安全隐
患已消除。

据了解，24日上午9时 49分，位于海南东
线高速路海口往三亚方向169公里处（万宁和
陵水交界处），一辆大货车追尾一辆LNG液化
天然气槽罐车，现场发生天然气泄漏，沿途一
旦有火点引发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接到事故
汇报后，万宁市、省应急厅相关负责人立即赶
赴现场指挥，万宁消防大队等部门立即赶赴现
场处置。

经过现场侦查，发现天然气泄漏严重，万
宁市消防大队在联合交通部门对道路进行交
通管制，在进行车辆分流的同时，利用水枪喷
洒，对泄漏处的烟雾进行稀释，阻止天然气蔓
延。经过5个多小时的冷却以及泡沫覆盖确认
现场安全的情况下，消防员将货车和天然气槽
罐车分离，并将槽罐车转移到下一个处置点进
行倒灌。

目前，事故发生路段已恢复交通。

筑牢节日“防火墙”

海南消防发布安全提示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圣诞、元旦即将到来，
为保障消防安全，海南消防总队12月
23日发布安全提示，提醒社会单位和
公众注意节日期间消防安全。

临高县19人涉黑案一审当庭宣判

“带头大哥”被判23年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罗霞 贾磊

山路弯弯，进入五指山市
水满乡毛脑村毛纳村民小组，
一片宁静沁人心脾。

村民王菊茹习惯了这片
宁静，又不满足于这份宁静。
她现在就认一个理：环境可以
静，但发展的心不能像以往那
么静。

种了30年茶的她，以往未
曾想过要靠卖茶叶走上致富
路。然而近年来，随着美丽乡
村建设等的推进，她的思想在
变，她家的茶叶已卖到了北京
等地。

转变，如同一缕风，渗入到
毛纳村的角角落落。

扫黑除恶进行时

依托好资源、好生态，如何走出
一条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好
路子？

从一个无规划、守着绿水青山、
藏着传统手艺，却不知如何致富、以
传统种植养殖业为生的贫困村，到现
在全村统一规划，积极发展茶叶、山
兰稻、百香果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谋划乡村旅游业，毛纳村正在探寻产
业发展之路上的更大潜力。

目前，五指山市政府正着力将毛纳
村打造为美丽乡村，并投资1000万元
用于该村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水獭馆已经初步建成，“奇爬馆”
等特色生物馆也正在推进中。然而，
产业转型升级并非一蹴而就。在产
业发展过程中，毛纳村遇到了一些问
题和阻碍。

“销路还未完全打开，农产品产
量和质量都不太稳定，旅游产品有待
打造出特色，这些都是发展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毛脑村驻村第一书记孙
成才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村里已经在

部署统一管理、统一种养，通过先进的
技术、生态化的管理手段，让农产品质
量更加稳定、统一，助力打造茶叶、山
兰稻等毛纳村特色农产品品牌。

由大叶茶有机种植合作社主导，
在毛纳村，已经承包、流转土地200多
亩，其中有些种养项目已经启动：40
亩用来种植山兰稻，50亩用来种植百
香果，并且在试点养殖灵芝螺等。

对于各个种植项目，合作社均聘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村民将土

地出租后可以获得租金收入，同时可
以在各个种植项目中打工，工时费每
天150元到200元。

“美丽乡村发展需要更多有见
地、有想法的人来参与。”秦存平说，
希望有更多先进的理念、技术传送到
村子里，为村庄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
液，让美丽乡村的产业发展更具可持
续性。

养在深闺、初为人识的毛纳村，
谋划着以更加富美的姿态，被越来越
多人所熟知。

（本报五指山12月24日电）

转产业 统筹规划，打出产业“组合拳”

毛纳村的一些村民曾一度想不
通：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有些生产生
活经验，怎么就不能用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着好
生态的毛纳村近年来经历了一场发
展的变化。“既让生态更好，又让发
展更好，这是我们这几年在努力推
动的工作。”秦存平说，结合毛纳村
的生态和资源优势，这几年，村里积
极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微观生态多
样性示范村；发展有机农业，谋划乡
村旅游发展。

在这一思路引领下，村民们的一
些做法纷纷被叫停。

农田里不能用农药——毛纳村
对农田进行有机化改造，种植不用任
何农药，走微生态循环农业之路。

家禽家畜不能在村里乱晃悠
——村里成立五脚猪养殖合作社等，
实行家禽家畜集中养殖。既做大养
殖产业，又避免家禽家畜粪便等污染
环境，影响村容村貌。

严禁毁林——发展生产不能以
破坏生态为代价，部分村民见茶叶越
来越好卖，想毁掉山林扩大种茶规
模，被及时叫停。

为了让村民们从心底里认可这
些做法，驻村帮扶工作队经常邀请相
关专业人员来村里，为村民们上课。
逐渐地，这些措施得到村民的认同。

村民们慢慢养成了种植农作物
不用农药的习惯。为了防虫，他们探
索从技术层面减少稻田生虫的可能。

“如果秧苗密，就容易有虫；插秧
插稀一点，虫子就会少。”王进友自豪
地分享着他的防虫“秘籍”。而在茶
园里，村民们为了确保茶叶质量，更
是一点也不愿施用农药。

少了养殖污染，村容更加整洁
了；农田不用农药，河水更加清澈了；
虫鸟多了，青蛙多了，甚至被誉为河
流生态系统良好的指示物种——水
獭也在毛纳村有了活动足迹。

好生态换来好产业。据驻村帮
扶工作队人员介绍，结合村里丰富多
样的生物物种，毛纳村正在筹备“奇
爬馆”“奇花馆”等主题生物馆，将各
类特色生物聚集，打造微观生态多样
性示范村，发展乡村旅游。

生态环境更好、有机农产品畅
销、更多游客到来……毛纳村要的便
是这种多赢。

转方式 绿色发展，打造微观生态多样性示范村

转观念 面向市场，利用优势发家致富

遇到火灾
第一时间拨打
119报警

酒吧、歌厅等场所不要摆
放易燃可燃材料制作的圣诞
树及饰品，节庆景观周围放置
灭火器材

2

1

进入公共场所时要注意
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牢
记疏散方向

3
不要乱接电源，不超负荷

用电，及时更换维修老化电器
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
源开关，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家
中、门厅、楼梯间等地停放和
充电

4
社区物业管理部门要经

常开展防火巡查，及时消除火
灾隐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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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今年高压严打走私油非标油

8.4万吨涉案油被查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田

和新 王坤 徐鹏飞）12月24日，记者从省打私办
获悉，今年以来，省打私办开展多次打击走私成品
油行动，全省共侦办走私成品油案件21起，查扣
成品油2800余吨，查证涉案成品油8.4万吨，案值
5.7亿元，涉嫌偷逃税款1.9亿元。

11月 7日，海南省公安厅联合海口海关开
展打击成品油走私专案联合收网行动，打掉海
上偷运走私成品油团伙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10名，查扣涉嫌走私成品油300吨、走私船舶
10艘、油罐车4辆。经初步查证，该案涉案成品
油 5.5 万余吨，案值 3.85 亿元，涉嫌偷逃税款
1.32亿元。

整治非标油市场方面，自今年11月起，市场
监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643人次，检查成品油
经营户1320家次，立案22宗，查封扣押涉嫌销售
来源不明、非标柴（汽）油190.8吨，扣押涉嫌非法
油罐车7辆、加油船23艘、油罐4个。商务部门查
处违规销售成品油的非法加油船2艘，非法运输
成品油的车辆2辆。省应急管理厅查处无证加油
站（点）3家，没收非法船用燃料油4.3吨，罚款
35.6万元，查处违规加油站44家，下发整改通知
书293份，罚款137.4万元。全省在营的579座
（艘）加油站（点、船）全部被纳入“双随机一公开”
抽检对象和重点监管范围，重点检查海上、沿海岸
线、港口码头以及陆上炼油厂、加油车、储油仓库、
修车厂、物流货场、建筑工地、公路边等走私油、非
标油易发多发领域。

省打私办负责人表示，将对海上、岸边、陆上
三个重点区域，采取截断海上走私通道、严厉打击
断链破网、全面清理整顿市场、深入开展宣传教
育、健全管理责任制度等五个方面措施，对成品油
走私活动开展严厉打击和综合整治。

五指山市毛纳村正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业。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将让恶意欠薪者“出局”

让农民工拿到“回家钱”
本报三亚12月24日电（记者易宗平）近段

时间，三亚市多部门联手开展2019年春节前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整治行动。

目前，三亚市建筑领域不同程度存在欠薪隐
患，其中14家施工企业未按规定落实劳务人员实
名制管理等三项制度，警方正在对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案件进行侦办。

如何消除欠薪隐患，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领
取劳动报酬？三亚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全力打响

“治欠保支”攻坚战：加强领导，严格责任落实；加
强排查，彻底摸清拖欠工资隐患；全时应急，积极
稳妥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完善制度，找准“治欠
保支”工作着力点，做到“管要有力，治要有效”；加
强考核，严格责任追究。

三亚市副市长谢庆林表示，将继续加大欠薪
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使之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让恶意欠薪者不仅“受限”，而且还要“出局”，直接
清出三亚建筑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