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92人脱贫、3个贫困村出列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8413.1元
比2017年提高 1849.5元

2018年

高质量完成 1537人脱贫
贫困村集体经济超过3万元

2019年目标

澄迈公开征集
王川等人违法犯罪线索
举报有效线索将予以奖励

本报金江2月14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陈梓昕）2月14日，澄迈县公安局发布关于检
举揭发王川、王小红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指出近日该局抓获了王川、蔡于武、王小红、吴
多琛、滕睿等违法犯罪嫌疑人。经查，上述犯罪
嫌疑人在澄迈地区涉嫌非法高利放贷，存在敲诈
勒索、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
罪行为，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害了
百姓切身利益。

为进一步深挖线索，追究相关犯罪嫌疑人的
刑事责任，澄迈县公安局呼吁广大群众和社会各
界检举揭发与该案有关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积极
提供违法犯罪线索。

对所举报线索经查实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
定的，澄迈县公安局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并
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凡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
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于包庇、窝藏犯
罪嫌疑人，为其逃避打击提供便利条件的，将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通告还明确指出，该案
其他犯罪嫌疑人要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主
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
实，争取宽大处理。

有线索者可联系
曾警官：13518013088

李警官：1330750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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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春节期间，既不想迎来送往走亲
访友聚会，又不愿奔波各地旅游观光，
春节该怎么过？澄迈给了百姓新的选
择：走进运动场参与竞技，挥汗如雨，
或者登上舞台，一展歌舞才艺……

今年2月6日至17日（正月初二
至正月十三），澄迈共安排了15项文体
活动，涉及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
等体育项目，以及歌唱、琼剧、八音演
奏等文艺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今年文体活动的场次比往年更
多，场地设置也进一步向乡村延伸。”
澄迈县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澄迈
力推“动起来”新年俗，丰富广大乡村
群众节日生活，培育健康向上的春节
新风尚，同时推动文体事业与旅游产
业有机融合、互相促进，为建设幸福
美丽澄迈添砖加瓦。

由“家中坐”变“场上见”

“嘭”“嗖”“嚓”……2月10日中
午，金江镇万泰体育城内，澄迈县

“迎春杯”羽毛球赛男双比赛正在进
行，选手蔡汝民和杨德诚默契配合，
与对手打得难解难分，到决胜的阶
段，观众们均屏息静气，偌大的球馆
几乎只听得见球员们吊球、扣杀和
跑动的声音。

几番你来我往后，蔡汝民的一次
回球失误，给对手提供了很舒服的扣
球空间，只见一粒白羽飞速杀来，比
分被改写成了19：20；随后，杨德诚
发球失误，让比分定格在了19：21。
蔡汝民和杨德诚不敌拥有职业比赛
经验的球手陈湘腾及其搭档曾超立，
遗憾止步半决赛。

“能和专业球手同场比拼、磨练
技艺，已经很满足了。”蔡汝民说，比
赛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收获，这个
春节过得十分开心，“一年之计在于
春。比起在家中坐着，我和朋友们更
愿意到赛场上活动筋骨、强身健体，
给新年开个好头。”

越来越多体育赛事在澄迈举办，
给当地百姓提供了更多过年选择。在
场边观看男双比赛的王笃俊来自瑞
溪，这个春节首次带孩子来参加“迎春

杯”羽毛球青少年组比赛，他也对这些
新变化赞不绝口。“以往过年，我们一
家人不是在吃饭，就是奔走在去吃饭
的路上，假期结束后常感到‘负担’很
重。”王笃俊说，今年，孩子参加比赛，
一家人到场为孩子助威，也激发自己
运动的兴趣，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文体活动遍地开花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
有味……”今年春节，一场乡土味十
足的别样“春晚”在瑞溪镇罗浮村拉
开帷幕，海南话歌曲《久久不见久久
见》等20个节目接连亮相，为村民们
带来了欢声笑语。

“大伙聚在一起，年味才更浓。”
罗浮村党支部书记李文介绍，这是村
里第一次办“春晚”，从筹备经费、设计
节目到晚会编排，均由罗浮村青年大
学生志愿者协会包办。“由于要外出打
工、念书，有的村民返乡过年时已和大
伙产生了距离感。搭起这一舞台，能
够拉近村民间的距离。”李文说。

近两年，在李文的带领下，罗浮

村打击毒品、推崇教育，焕发出勃勃
生机。罗浮村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协
会会长黄月娥将这些变化一一看在
眼里，“我们希望将罗浮‘春晚’持之以
恒地办下去，鼓励更多从村子里走出
去的大学生参与进来，记住乡愁，将
来再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家乡发展。”

今年春节，澄迈文体活动遍地开
花。除了罗浮村，在全县多个田间地
头、街头巷尾，甜美的歌声、传统的戏
曲，甚至赛场上的喝彩声，都成了绝好
的纽带，让“久久不见”的人们得以欢聚
一堂，用更具活力的方式共庆佳节。

“文体+”书就多彩篇章

作为运动发烧友，蔡汝民注意
到，这几年，澄迈的运动场地越来
越好了，农村里的崭新球场也越来
越多。

这一变化得益于澄迈对群众体
育的重视。据澄迈县文体局介绍，该
县每年要投入300余万元，在各村、
社区建设50个篮（排）球场。截至目
前，全县196个行政村均已完成篮

（排）球场建设，体育赛事也因此能够
办到村民家门口，让大伙足不出村便
可参与比赛，观看比赛。

万泰体育城由澄迈县返乡青年
潘少丹于2014年创办，现已多次承
办澄迈县“迎春杯”乒乓球赛、羽毛球
赛等赛事。潘少丹透露，今年春节，
该企业的营业额同比增长35%，这与
当地体育赛事的蓬勃发展关系密切，
也让企业更坚定了发展信心，“下一
步，我们将配合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
训基地，不断加强各方合作，强化本
地羽毛球‘苗子’培养，为澄迈县乃至
海南省输送优秀的羽毛球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春节，我们
还将部分体育赛事的举办地点放在了
省‘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村，进一步
突出志智双扶和消费扶贫工作。”澄
迈县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澄
迈县体育下乡排球赛便在金江镇夏
富村大茂村民小组举行。比赛结束
后，现场人员纷纷掏腰包，向该村购
买了173罐大茂酸菜，价值约5300余
元，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金江2月14日电）

本报金江2月14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张仁圣）2月14日，农
历正月初十，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
情镇上花团锦簇、灯笼高挂，年味儿
并没有随着假期的结束而消退。放
眼望去，仍有不少游人在此品咖啡、
话家常。

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旅游委
获悉，春节黄金周澄迈共接待游客
40.38万人次，其中城乡休闲游仍占
主流，体验游发展势头最猛，以家庭
团为主的亲子游、自驾游、短线游等
更青睐水果采摘、乡村垂钓、手工制

陶等项目。
在休闲游方面，福山咖啡文化风

情镇游客量仍稳坐全县头把交椅。据
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风情镇共接待
游客达13.4万人次，其中2月5日（正
月初一）单日的接待量超过3.2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澄迈游客黄晓葵说，
按照海南习俗，本地人大年初一通常
不会走亲访友，此时到风情镇参加迎
春接福活动，喜庆又热闹，已逐渐成为
她和朋友们的新春“保留节目”。

“经过澄迈县多年努力，如今，大
年初一到福山接福已经成为不少游

客的固定习惯。”澄迈县旅游委负责
人表示，澄迈也在不断创新接福的方
式方法，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旅游消费
市场，“包括将传统手写的大福字，改
为小型挂件等更精致、更便携的文创
产品，同时在接福活动中融入本地的
咖啡文化、长寿文化等，打造独具澄
迈特色的新IP。”

近年来，澄迈美丽乡村建设快速
推进，多家省级、县级共享农庄也在
试点创建中，再加上返乡创业、务农
兴农的大学生不断增多，乡村旅游点
的发展尤其迅猛。

“从2019年春节来看，旧有的旅
游推荐线路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需
求，覆盖的旅游点也跟不上总体增长
速度，所以今年的当务之急是整合优
化线路，合理安排客流。”澄迈县旅游
委负责人介绍，澄迈县旅游委还计划
培养一批乡村讲解员，让游客在开展
体验活动时，对村子的文化有更深一
层了解，培育“回头客”。此外，澄迈
还计划与海南生态软件园内的互联
网企业特别是游戏企业开展合作，进
一步创新体验游内容，多层次扩大旅
游消费。

澄迈在古迹旁办象棋赛
长亭对弈 棋趣无穷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2月9
日，澄迈县2019年“迎春杯”象棋
赛在大丰镇收枰，24名参赛选手
在长亭外、古道边围坐，经过一整
天的兵来卒往、见招拆招，最终选
手郑世宝、王锡飞、林辉分获赛事
冠、亚、季军。

据了解，澄迈县“迎春杯”象
棋赛已连续举办多年，受到全县
象棋爱好者的喜爱。今年比赛
地点特地设在封平约亭遗址
旁。选手们一边品福山咖啡一
边对弈，烘托出了浓浓的新春节
日气氛。

据悉，封平约亭始建于将近
300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150年
前又得到再次修缮，现仍保有古
镇、约亭等遗址。

活动当天，澄迈县文化馆等单
位还在现场举办了“感受非遗风·
文化过大年”非遗摄影作品展，并
发放非遗保护宣传手册，让当地群
众进一步感受该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丰富多彩，增强传承和保护非
遗项目的意识。

澄迈出动200余名小志愿者

志愿服务暖新春

本报讯（见习记者林曦 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任富杰）为游客解
答问题，发放宣传资料，介绍本地
的特色农产品……2月10日早上
8时左右，澄迈县小志愿者李佳艳
乘大巴车赶到福山咖啡文化风情
镇，在志愿服务站开始了一天的
志愿工作。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今年春节，澄迈共有200多名
小志愿者在各旅游景区、主要交
通路口、志愿服务站里坚守，为游
客提供服务。

“希望通过志愿服务，让游客
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了解并爱上
海南。”李佳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春节长假期间，福山咖啡文化
风情镇上游客很多，志愿者们从
早上8时30分开始工作，要忙碌
到当天傍晚。

共青团澄迈县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1月7日起，澄迈县已针对
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敬老
等方面开展多项志愿活动，让游
客和当地百姓度过一个温馨祥
和的春节。

本报金江2月14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于亚楠）2019年为脱贫
攻坚决战年。2月11日上午，澄迈县
召开会议总结2018年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经验，部署今年全县脱贫攻坚主
要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2018年澄迈县完成
了2692人脱贫、3个贫困村出列的目
标任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8413.1

元，比2017年提高1849.5元，脱贫户
人均纯收入8736.1元。

会议要求，新的一年，各级各
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坚持精准发力，夯
实脱贫攻坚基础，聚焦突出问题，
提高脱贫攻坚质效；要着力解决影
响“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在
安全饮水、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等方面下功夫；要进一步强
化组织领导、作风建设，加大督查
考核力度，压紧压实责任，加强党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
高质量完成 2019 年脱贫攻坚任
务，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作
出澄迈贡献。

会议明确，2019 年，澄迈脱贫
攻坚工作要以目标为导向，高质量

完成1537人脱贫，脱贫人口持续巩
固提升，贫困村集体经济超过3万
元的目标任务；要加大资金监管力
度、完善项目库建设，推动贫困地区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抓好防
止返贫等工作；要以政策为导向，切
实增强脱贫攻坚的精准性和实效
性，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如期高质量
完成。

澄迈去冬今春
种植瓜菜近24万亩
预计产量53万吨

本报金江2月14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周敏）海南日报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澄迈县
2019年冬种冬管工作现场会上获悉，去冬今春，
澄迈县计划种植瓜菜24万亩（其中复种面积3
万亩），预计产量53万吨。截至目前，种植面积
已有23.7万亩。

会议指出，冬季瓜菜是澄迈县主导产业之一，
也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其生产收益约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30%。各镇、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
想认识，做好做实冬种冬管工作；要突出主导品
种，调精调优区域布局；要加强质量监管，积极做
好信息搜集发布和瓜菜推介工作。

会议强调，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组织有条件的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订单育苗，同时引导
农民采用小拱棚小面积集中育苗，缩短作物非生
产期；要因地制宜创建“一村一品”“一洋一品”瓜
菜产业，因地制宜地建立新品种、新技术示范点，
同时积极开展化肥农药减施行动，推广节能农业、
节水农业技术。

澄迈今年首期干部大讲堂开讲

深入剖析反腐斗争
本报金江2月14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张仁圣 吴清光）近日，澄迈县 2019 年第一
期干部大讲堂在金江举行。本次大讲堂邀请
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教授李永忠作
专题讲座。

整个过程中，李永忠深入浅出地解读了40年
反腐斗争，并用丰富的案例、精准的数据对反腐败
的现象与规律、战术与战略进行了剖析。

据了解，澄迈干部大讲堂自2017年8月起正
式开讲，主要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澄迈领导干
部，围绕澄迈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从党性教育、
思想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治理、行政管理、科技创
新、领导艺术、道德文化、健康生活、专业技术等方
面进行授课。

澄迈法院春节执行“不松劲”

“老赖”被拘迅速赔款
本报金江2月1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聂秀锋）2月12日是春节长假后第二个工作日，
澄迈法院干警一早出动，采用司法拘留强制措施，
促使久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何某当场
主动履行，为年至8旬的申请执行人陈某兰执行
到4000余元赔偿款。

据悉，陈某兰因与何某发生肢体冲突而倒地
昏迷，并住院治疗。澄迈法院在民事审理阶段依
法确定何某对陈某兰住院治疗的损失承担50%
的责任，判决其赔偿陈某兰医疗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和交通费共计4145元。判决生效后，
何某并未依时履行赔偿义务。后陈某兰向澄迈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受理该案后，澄迈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何某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因何某在外务
工，承办法官多次电话联系何某耐心对其进行法
律释明，催促何某尽快履行法定义务，但何某不但
不履行，还将承办法官电话号码拉入黑名单，导致
双方难以继续沟通。

春节期间，澄迈法院了解到被执行人何某回
家宴请宾客，于是马上制定司法拘留方案，2月12
日上午在澄迈县公安局昆仑派出所协助下成功抓
捕何某。被派出所控制仅1个小时后，何某便联
系家属送来了全部执行款，澄迈法院执行人员当
场将该4145元交付到申请执行人陈某兰手中，一
宗纠纷案得以顺利执结。

澄迈力推“动起来”新年俗

文体活动遍城乡 新春添彩增活力

澄迈春节黄金周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休闲游仍占主流 体验游发展迅速

澄迈去年实现2692人脱贫
3个贫困村摘帽出列

制图/陈海冰

①

② ③

①2月7日，2019澄迈县体育下乡排球
赛在金江镇夏富村大茂村民小组举行。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②澄迈县“迎春杯”羽毛球赛中选手进行
扣杀。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③2月8日，2019年澄迈县“中国梦”主
题歌曲大奖赛决赛在金江举行。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张仁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