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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桥头地瓜、福山咖啡、无核荔枝、
无籽蜜柚、澄迈凤梨……人们熟知的
品牌农产品，在澄迈的大地上，连成
一片片绿色的海洋，头戴斗笠劳作的
妇女，成为春天里的一道道风景。

为扶持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发展，
推动农业品牌建设，澄迈县去年出台
了支农贷款试点方案，发挥财政资金

杠杆作用，撬动金融资金支持农业发
展。“到目前为止，财政投入3000万
元，将撬动金融资金2亿多元，为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
有效缓解了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
题。”王世海说。

在黄家万的地瓜叶基地，澄迈县
农业农村局、金江镇政府以及名山村
委会的干部都赶来帮忙出谋划策。

“今年要注册商标，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扩大影
响力！”在大家的鼓励下，黄家万信心
十足。他说，澄迈的地瓜已经出名
了，他要在政府各级部门的帮助扶持
下，再打造一个地瓜叶的品牌，助力
澄迈“菜篮子”工程，同时带动更多农
户受益。

此外，王世海表示，今年政府将

在已有品牌的基础上，做好农业品牌
维护和品牌农业规模扩大工作，让更
多农民享受品牌农业红利。

据悉，今年澄迈计划设立澄迈农
特产品体验馆。同时，每个月举办一
次澄迈农特产品集市活动，促进澄迈
农特产品销售，加大农业品牌展示、
宣传和推广力度。

（本报金江3月14日电）

提升品质、促进流通、加大宣传，澄迈做强做精品牌农业

田头春意浓 农户春耕忙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见习记者 林曦 通讯员 王家专

时值开春，澄迈田头呈现
忙碌的景象。3月12日，澄迈
县金江镇美亭村“田歌”生态果
园，排排成片的凤梨遍布原野，
像一把巨型的梳子在大地上梳
过一般。一颗颗包裹着纸袋的
凤梨，像被呵护在襁褓中熟睡
的婴儿。采摘凤梨的果农在细
心查看、挑选着。

“看！自然熟的凤梨就在
这儿！”果农李晓展一边说着，
一边麻利地割下一颗凤梨来，
只见青色果皮中透着黄色。切
开品尝，甜香的滋味便萦绕在
唇齿间，让人回味。

“做品牌农业，好品质是第
一关。我们就是要种最健康、
最绿色、最好吃的凤梨！”李晓
展自信地说道。

近年来，澄迈县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聚焦
质量提升，进一步做精做强富
硒品牌农业。截至目前，全县
创建国家级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5个、省级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17个，新增热带特色水果5.3
万亩，其中，凤梨、香蕉等农产
品年产值均超5亿元。

李晓展老家在河南郑州，他原本
是城里人，却一直有一个回归田园的
梦想。几年前，他来到海南，发现澄
迈富硒福地，一下子爱上这里，便义
无反顾想要当个农民。

一开始，他想要引进台湾最优质
的凤梨品种，但他并不确定澄迈的水
土是否适宜种植。于是，他先租了20
亩地做试验，先后引种过10多个台

湾品种。在试验的过程中，他慢慢积
累了种植凤梨的经验，并且尝试培育
新品种。

经比对，李晓展发现，澄迈的水
土资源和气候环境非常适合种植优
质的凤梨品种。于是，去年他在金江
镇美亭村一次性承包下60亩地，全
部种上了凤梨。“要做，就做精品农
业，做好品质。”李晓展说，为确保凤

梨品质，种植过程坚决不喷洒农药，
全部使用健康有机肥，采摘时也绝不
以次充好，严格遵循凤梨的自然生长
规律，只采收自然成熟的凤梨。

一次，一位经销商为方便批量采
购，建议李晓展给凤梨园喷洒一种催
熟剂，不仅可以催熟果实，还能使果
皮黄亮，“卖相”更好，但被他一口回
绝。“不做真正健康绿色的好产品，牌

子就砸了，走不长远。”李晓展说。
事实上，多年来，澄迈县一直致力

打造农业品牌，重视提升农产品品质，
已经成立了9家农业科学研究所，指
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种植。例如澄迈福
橙、无核荔枝、澄迈蜜柚等农产品品
牌，已经广泛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而这也正是吸引李晓展选择在
澄迈发展农业的重要原因。

在离李晓展果园的不远处，金江
镇名山村的绿色田洋里，也是一片繁
忙的场景。种地瓜苗、收地瓜叶在不
同地块同时进行。“去年已经种了
120亩，但还远远不够，今年打算进
一步扩种。”种植大户黄家万说。

今年37岁的黄家万头脑灵活，
十几岁时便做起了蔬菜收购运销的
生意,农忙之余他喜欢跑市场，广州、

武汉、南京等城市他都去过。“光能种
出来还不够，还要能卖出去！”黄家万
说，为做好产销对接，去年他还投入
10多万元，建了一座小型冷库。每
天，从田洋里采摘回来的地瓜叶都要
先放进冷库降温、保鲜，再加冰块打
包装箱、装车，直接发往内地。

“产销对接好，农产品的价格就
比较稳定。”金江镇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陈人能介绍，在种植大户的带动
下，当地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已初具规
模，农产品价格稳定，例如最近正在采
收的豇豆，收购价一直稳定在5元至6
元一斤，种植户的收入有了保障。

日前，澄迈县“菜篮子”常年蔬菜
种植基地已在黄家万的地瓜叶基地
挂牌。

为促进农产品流通，澄迈县做了

很多努力。澄迈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王世海介绍，一方面政府积极组织，
搭建平台，让澄迈农业企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等进行岛内外推介；另一方
面，澄迈积极推进“互联网+”，打好订
单农业牌，相继与京东、阿里巴巴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有力推进互联网小镇
和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2018年，全
县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超10亿元。

做精品农业 质量优先

抓流通环节 产销对接

扩品牌影响 政策添力

■ 见习记者 林曦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风靡全国餐桌的麻辣小龙虾，让
不少食客难以忘怀。如今，海南反季
节养殖的小龙虾弥补冬春两季全国小
龙虾产业链的短板，已经成为市场宠
儿。去年以来，澄迈县金江镇塘北村
村西近100亩撂荒地经过改建后，成
为“稻虾共养”繁育基地，出产的小龙
虾供不应求。

“选址、规划设计、育苗……‘稻
虾共养’模式是希望实现海南反季
小龙虾的稻虾复合高效养殖，探索
出适合海南的经验再复制推广。”基
地的项目技术骨干马源潮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该项目自去年 6月在澄
迈展开试验，他们首先选取了一块
荒地，开垦了“稻虾共养”的池塘，利
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小龙虾
繁育生长的全过程进行精准监测。
目前，养殖标准体系和模式的数据
采集已经初具规模。

3 月 12 日，记者在项目基地看
到，与一般的水稻田不同，这里的禾
苗并不密集，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些
水草。

“水稻生长产生的微生物及害虫，
为小龙虾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
境和充足的饵料，同时，小龙虾的排泄
物又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物
肥，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在这种
绿色种植、养殖模式下，小龙虾及水稻
的品质都得到了保障。”基地技术总监

陆博士介绍。
根据其他地方的经验，发展稻虾

综合种养产业，需要经历“稻田寄养”
“稻虾轮作”和“稻虾共养”三个阶段。
在海南，试验人员拟摸索“稻虾共养”，
但为提高产业效益，必须攻克小龙虾
的自繁殖技术。

技术人员摸索发现，海南9月到
11 月是小龙虾生长较为集中的季
节，克服水温对于小龙虾自繁殖的影
响最为重要，为此，基地采取了相应
的干预举措。目前，基地已实现小龙
虾海南本地繁殖成功率80%，超出预
期目标。

攻克繁殖技术难关的同时，基
地与科研机构开展合作，进行水稻的
种植管理和监测。数月之后，稻虾共
养模式下首批无污染香米成熟面世，
由于新模式下出产的米有机无污染、
品质好，深受消费者认可，市场供不
应求。

“反季小龙虾达到亩产成虾200
斤左右。”基地负责人罗海涛告诉记
者，自今年2月以来，该基地销售的反
季节小龙虾已近5000斤。

与此同时，“稻虾共养”一水多用、
一田多收的优势也吸引了周边的村
民。金江镇大谭西村村民小组组长王
世昌今年在基地打工，他说“稻虾共
养”模式充分利用荒地，提高水田利用
率，收益也好，他要学习掌握相关技
术，再推广这种模式，带动更多村民一
起致富。

（本报金江3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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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林曦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黄勇

百余亩绿油油的芋头长势
喜人，全村52户贫困户全部加
入芋头种植合作社有望脱贫
——这是澄迈县金江镇道南村
驻村第一书记林云云离开村子
时最高兴的事。从2017年初到
今年3月，驻村2年多时间里，他
一直在琢磨发展产业助农脱贫
的思路。

道南村全村265户1293人，
村内建档立卡贫困户52户 233
人，低保户33户81人，五保户28
户28人，残疾人24人，“四类人
员”共有 366 人，占总人口的
31%，是澄迈县出了名的贫困村，
也是该县“十三五”期间整村推进
脱贫的贫困村之一。

林云云还记得，刚驻村时，看
到村里一块块肥沃的田地没人耕
种，青壮年多半外出打工，留在村
里的大多数村民对撂荒的土地熟
视无睹，十分可惜。经深入调研
和多方征求上级部门、村“两委”
干部意见，他决定带领村民一起
发展芋头种植产业。

说干就干，林云云带着党员、
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向芋头种
植“土专家”学习芋头种植技术。
在澄迈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他
们还请来了县农技中心技术员为
村民进行种子挑选、保存等相关

环节培训。他们还统一规范除
草、施肥时间环节，确保不伤根、
不伤苗，避免中期因除草施肥不
当而伤害芋苗导致减产等。

经过近两年的辛苦付出，
2018年，道南村的芋头喜获丰
收，芋头亩产量比往年增加1000
多斤。

为走向规模化、集体化发
展，形成品牌效应，在村“两委”
干部带领下，道南村村民成立群
富农民种养合作社，并注册了

“福芋”商标，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种植
芋头的面积从原先的56亩扩大
到140多亩。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府相关
部门的扶持下，合作社还建设了
芋头、芋梗加工厂，道南村制定了
《道南福芋产业化组织化扶贫帮
扶实施办法》，将52户贫困户全
部吸纳入合作社一起种植芋头，
首期拨付50万元资金为贫困户
免费提供优质种苗、肥料、农药，
并提供技术指导，进一步扩大芋
头种植面积。

为打开销路，道南村采用免
费送货上门免费品尝后订货的
做法，以质量吸引消费者，广泛
开展宣传营销。在临高、儋州、
屯昌等地，村民还设立了道南

“福芋”销售点，大大提高了品牌
知名度。

（本报金江3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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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澄迈实验中学
公开招聘15名教师

本报金江3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林曦）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公开发
布招聘学科骨干教师公告。根据公告，该校将于
今年9月正式开学，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学科骨
干教师15名。

据悉，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是华东师
范大学与澄迈县政府合作举办的一所公办性质的
完全中学，学校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二环
路南侧，学校一期占地面积138亩。

学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学科骨干教师，其
中初中招聘语文、数学、英语教师共6名，高中
招聘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化
学、生物等各科教师共计9名。要求应聘者具
有学科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和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

具体应聘流程和相关信息可登录澄迈县人
民政府网站查询，或拨打热线0898—67620580
进行咨询。温馨提示：报名期间电话接听时间为
上午09：00—11：30，下午14：30—17：00（节假
日休息）。

澄迈万余人参加义务植树
新增林地1050亩

本报金江3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
记者林曦 通讯员张仁圣）日前，澄迈开展以“广
植乡土珍稀树种，共创宝岛绿色辉煌”为主题的
义务植树活动。县委四套班子领导与机关干部
职工、部队官兵、青年志愿者、社会各界人士等
1500余人一起，到澄迈林场加时工区参加义务
植树。

3月12日，在澄迈林场加时工区义务植树现
场，只见大家有的放苗、有的扶树、有的培土，虽
然汗流浃背，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
容。“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能为
家乡绿化建设做贡献，我感到非常开心。”来自
邮政储蓄银行澄迈支行的志愿者冯小梅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在2个多小时的义务劳动中，大家在50余亩
的植树区域内共栽种下4070株苗木。与此同时，
全县各乡镇还设立分会场开展植树活动。据澄迈
县林业局统计，当天该县共有1.01万人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植树面积达1050亩，共种植坡垒、胭
脂、沉香、花梨、木麻黄等各类苗木2.89万株。

依托电子台账强化预警督办

澄迈信访举报
件件有回音

本报金江3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林曦 通讯员蔡红）海南日报记者3月14日从
澄迈县纪委监委获悉，为畅通信访举报渠道，澄
迈依托电子台账强化预警督办机制，解决群众反
映的问题，确保信访举报件件有回音。

为做到电子预警跟踪对账，澄迈按照“一件
一编号”对所受理的信访件进行登记录入呈批和
流转，建立电子台账，动态管理，力求做到底数
清、数字准、情况明、全覆盖、无遗漏。在电子台
账上设置预警机制，根据预警提示及时进行督
办，掌握办理进度。

为确保实效，澄迈县出台相关文件明确：信
访举报件转办3个月后，向承办部门了解办理情
况，并及时向信访人反馈；对6个月后未能办结
的，采取电话督办，对12个月后未能办结的，采取
上门或发信访督办函等方式进行督办，确保群众
信访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据悉，去年以来，澄迈全县共开展电话督办
30次，发督办函34次，现场督办5次。同时，对重
视不够、处理不及时、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后果
的，严格依据《澄迈县纪检监察信访举报件督办
办法（暂行）》等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澄迈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

本报金江3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林曦）海南日报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澄迈县农村
工作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
澄迈将重点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清理专项行动和农
村生活污水清理工作，计划年内实现12个乡镇垃
圾转运站和污水管网设施全覆盖。

根据部署，澄迈今年将严格执行“门前三包”
制度，充分发动群众清理整治农村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等垃圾，突出整治生活垃
圾、“白色垃圾”、河道垃圾，严防城市垃圾下乡。
计划今年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0%以上，自然村垃圾桶放置率和行政村生活垃
圾处理率均达到100%，12个乡镇垃圾转运站全
覆盖，人口数量大的村庄坚持垃圾日产日清，严禁
露天焚烧垃圾。

与此同时，澄迈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清理
工作，将重点整治农村河塘沟渠、排水沟的生活污
水无序排放行为，工业污水偷排、乱排行为，综合
治理臭水坑、臭水池、臭水沟等黑臭水体，实施清
淤疏浚，恢复水生态。加快研发并示范推广低成
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技术和生态处理工艺，加强对运营污水厂日常运
行的监督管理。计划今年完成12个乡镇及四大
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建设，推动污水管网向
周边农村延伸覆盖达40%以上，完成62个行政村
及2个农场的农村污水治理建设。

⬆3月12日，澄迈县金江镇名山村的村民在常年蔬
菜种植基地采收地瓜叶。

➡3月12日，李晓展夫妇在查看即将采收的台农凤
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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