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
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
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
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
煽动村民闹事、组织策划群体性上访的黑恶势力；

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
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
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机场码头、旅游
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
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
势力

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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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举报：0898-67602858
0898-67621548

■网络举报：关注“平安澄迈”微信
公众号，在“扫黑除恶”专栏网络举报

■电子邮箱：cmxzzb@126.com
■邮寄举报：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金江镇文明路
75号二楼201，邮编：571900

澄迈发动全民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严打10类黑恶势力犯罪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记者李佳飞）澄迈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向全县人民
发布一封公开信，发动全民积极举报10类黑恶势
力性质违法犯罪活动线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
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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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澄迈新发展 2019年6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B05

走进冯义日所在的下田村民小
组，绿油油的百香果、茂密的青皮竹、
亮丽的三角梅点缀在房前屋后。

“扶贫先扶志。通过福芋产
业，我们已经成功帮助贫困户树立
了脱贫致富的信心。接下来，我们
还要采取多种举措推进脱贫攻坚，

例如持续开展‘清洁家园’行动、发
展庭院经济等，进一步改善农村人
居 环 境 ，不 断 拓 宽 村民增收渠
道。”金江镇常务副镇长王磊介绍，
今年以来，道南村将村内废弃、闲
置的6间屋舍拆除，腾出近7亩土
地发展集体经济，目前已经试种部

分百香果，接下来还计划进一步扩
大种植规模。

48岁贫困村民冯义勇在企业的
帮助下，利用自家庭院开辟出1亩多
苗圃，种植的三角梅、扶桑花等，长势
正旺。

“道南福芋不仅是一款成功打

造出品牌的农产品，更是道南村的
一种精神，一种艰苦奋斗、勤劳致
富的精神，我们希望更多村民积极
行动起来，致力发展乡村产业，一
起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大事业中
来。”王磊说。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

澄迈金江镇道南村发展芋头产业，打造福芋品牌，推动脱贫攻坚

幸福生活“芋”来愈美

办实事 服务群众解难事

横滩村位于中兴镇中部，下辖1
个自然村，1个村民小组，共有1750
人。村党支部辖1个党小组，拥有正
式党员38名，预备党员1名。

“蔡书记隔三差五来我家唠家
常，家里大事小事他都会关心过
问，我心里很感激，非常感谢党和
政府的关怀。今后，我一定教育自
己的子女，努力成长成才回报家
乡、回报社会。”这是今年大年初
五，横滩村群众蔡亲庆在村务议事
会上，当着所有党员群众的面，作
出的表态。这个春节，蔡笃玉代表
村党支部为他们家送去 3万元助
学金，解决了孩子无钱上学的燃眉
之急。

为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
上的难事，横滩村党支部实行党员
联系服务群众制度，由1名党员干部
带领若干名普通党员，按巷划分，对
口联系服务群众，定期到群众家中
开展“家访”活动。蔡笃玉就是在家
访过程中发现了蔡亲庆家的难题，
召集党员干部踊跃捐款进行资助。

此外，有村民家快插秧了田没
水、养的猪生病了，或是碰到老人生

病了没车送医院等难题，都会想到
向党员干部求助。据不完全统计，
该村自实行党员联系群众制度以
来，村党支部已为群众解决大小各
类难事96件。

抓脱贫 创新发展致富路

“怎样才能把贫困群众从贫困
泥潭中全部抽离出来？”自横滩村被
列为全县脱贫攻坚整村推进村以
来，村党支部班子成员一直在着力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家有7口人，2017年加入
黑猪养殖合作社，获得分红11476
元。”村民蔡笃春向海南日报记者介
绍情况时，笑得很灿烂。

为助力脱贫攻坚，横滩村党支
部因地制宜发展黑猪养殖产业，采
取“公司+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让贫困户入股产业，或将
其聘为合作社的员工，增加一份工
资收入。

“除了黑猪养殖，我们还准备发
展莲藕、黑米种植产业，现在已经在
试种，待经济效益评估良好后，我们
会开展规模化种植。”蔡笃玉说，所
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横滩村要充

分利用好生态环境资源，走出一条
独特的脱贫致富路。

美环境 改善人居生活好

村庄美，除了基础条件好，与村
民的自觉爱护和党员干部的努力都
是分不开的。2016年以来，橫滩村
党支部共计争取到943万元资金，
全部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以前啊，一到傍晚基本上不出
门了，就算想去串串门，黑灯瞎火的
也不想动。现在呢，在村里想去哪
就去哪，灯亮起来了嘛。”村民蔡兴
杨感叹。

利用建设资金，橫滩村修建
了 3 公里长的环村路，巷道硬化
4765 米，村里的主要干道和巷口
全部安装了照明灯。污水处理池
建好了，戏台建好了，健身路径建
好了，绿化带建好了，村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

说起今后的打算，蔡笃玉也有
自己的想法：“下一步，我们还想把
乡村旅游产业做起来，把村子修得
更漂亮一点，让外地游客进来参观
和体验，增加群众的收入。”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

澄迈“两新”组织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 （记者
李佳飞）海南日报记者6月13日从
澄迈县委组织部获悉，该县“两新”
组织近年来积极开展送工作、送教
育、送爱心“三送”活动，助力脱贫攻
坚工作。

在“百企帮百村，千企扶千户”对
口帮扶行动中，老城经济开发区园区
企业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投身扶贫。
芭提雅火山温泉小镇物业服务中心
投入1.6万元为上排坡村和岑后村修
路，改善村居生活环境；中共海南益
岛燃气有限公司向澄迈县文儒镇白
石岭村贫困户捐赠了价值1万元的
蜂箱，鼓励贫困户发展养蜂产业。

为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解
决贫困户就业问题，海南翔泰渔业
股份有限公司依靠自身规模大、链
条长的优势，累计帮扶澄迈、儋州、
临高、屯昌、白沙等市县的贫困群众
1533人。

教育扶贫方面，文儒镇坡尾艺术
幼儿园对部分贫困家庭儿童减免所
有学费和生活费用；金马现代物流中
心金畅物流公司今年3月6日向海南
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捐款5万元，
支持海南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此外，部分“两新”组织还自筹
资金，购买慰问物资，开展走访慰
问、送爱心活动。

以“合伙”为名诈骗43万余元
一男子获刑10年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邓智英）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澄迈县检察院获悉，
39岁陈某某以“合伙”为名诈骗67岁张某某43万
余元，日前被判处犯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10万元。

据悉，张某某和陈某某原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2017年5月，由张某某出资，陈某某出面帮忙承包
松树林，张某某给陈某某30%的利润。2017年6月
至2018年7月期间，陈某某通过伪造松树林承包合
同，虚构在澄迈、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地帮助张某某
承包松树林，多次骗取张某某资金43.28万元。

2018年8月9日，陈某某在屯昌县被警方抓
获，后其如实供述了骗取张某某资金的事实。澄
迈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以非法占有
他人财物为目的，虚构事实，多次骗取老年人大额
资金，其行为触犯相关法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9年5月9日，澄迈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判处陈某某犯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10年，并处
罚金10万元。

澄迈11个镇派出监察室
全部成立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谭传鹏）近日，随着澄迈县监察委员会派出老城镇
监察室挂牌，全县11个镇派出监察室宣告全部成
立，这标志着澄迈县开展监察职能向各镇延伸工
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据了解，派出镇监察室与镇纪委合署办公，实
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构名称”，在县监察委员
会和镇党委的领导下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
每个派出镇监察室设主任1名，由镇纪委书记担
任，设副主任1名，由镇纪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根
据工作需要，设专职纪检监察员，由具有公务员身
份的党员担任。

各派出镇监察室根据县监委授权，按照管理权
限对辖区范围内公职人员实施国家监察职能，对涉
嫌职务违法问题进行调查、处置，发现涉嫌职务犯罪
的，及时移交其线索到县监委，并做好配合工作。

“设立派出镇监察室，实现了监督‘触角’在基
层的全覆盖，有利于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
里’。”澄迈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建立完善派出镇监察室各项工作制度，不断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澄迈木雕艺术展举行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传承文化根脉，共筑民族未来。6月13
日上午，澄迈县木雕（花瑰艺术）展暨2019“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澄迈县文化馆举行，展出
40余名木雕匠人的近百件作品。

活动中，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向“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花瑰艺术评比获奖者颁奖，同时
向获得第三批扶持的冼夫人信俗项目传承村发
放扶持设备。

据悉，澄迈下一步将加大木雕（花瑰艺术）文
化产品供给，以项目发展推动澄迈美丽乡村建
设，丰富澄迈旅游文化产品，力争到2020年，木
雕（花瑰艺术）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
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从业者收入以及对
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均得到明显提升。

耕作数月，澄迈县金江
镇道南村的芋头终于上市
了。截至6月12日，65岁的
贫困村民冯义日种植的 1.2
亩芋头，已为他带来9000余
元收益。他心里乐开了花，
新鲜的芋头梗还没卖完，他
便着手备耕，计划将原本闲
置的土地全部复耕，今年底
都种上芋头。

道南村的芋头被称为“福
芋”，是该村传统产业。革命
年代，由于当时物资匮乏、粮
食紧缺，道南芋头和芋头梗便
是供给工农红军亦粮亦菜的
主要食物，也是道南村群众支
援革命的重要物资。

近年来，金江镇积极开展
产业扶贫，通过组织化带动和
品牌打造，逐步形成一个个农
业新品牌。道南村村民在村
“两委”干部带领下，也成立了
群富农民种养合作社，注册
“福芋”商标，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
展芋头产业，种植面积近600
亩，其中，贫困户种植 143.6
亩，成为当地重要的扶贫产
业，直接带动37户贫困户户
均增收8400余元。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在澄迈，道南村是为数不多的以
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村庄之一，革命
烈士冯道南出生于该村。道南村党
支部原名澄临边区党支部，是澄迈县
创建历史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始建于
1927年5月，距今已有92年的历史。

据记载，1927年11月，在道南

村成立的工农革命军西路军指挥
部，是中共琼崖特委冯平、吴一清、
冯道南等指挥澄迈、临高、儋州开
展武装斗争的坚固阵地。受冯道
南影响，道南村的百姓也积极参加
革命。

“芋头是革命粮食，当时多亏了

有芋头为红军充饥。”中共澄迈县委
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孙中积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当时物资匮乏、粮食紧
缺，而道南村这片土地属于沙地，只
有种芋头才能大面积丰收，所以道
南芋头和芋头梗成为道南村群众支
援革命的主要物资。“送子闹革命，

芋头做干粮”是革命年代道南村的
真实写照。

如今，在政府相关部门、驻村第
一书记以及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努力
下，道南全村种植芋头近600亩，芋
头个大、口感上乘，已是远近闻名的

“芋头村”。

“道南芋头还被称为革命芋头、
扶贫芋头、富硒芋头。”在澄迈县今年
6月初举行的“道南福芋红色珍品”
新品发布会上，金江镇委副书记、镇
长何其位热情洋溢地向消费者做“福
芋”推介。

道南福芋作为扶贫产业，政府相
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扶持，一方面引导

村民注册成立合作社，注册商标，同
时吸纳所有贫困户，以订单保底价收
购的方式，调动贫困户参与芋头种植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了宣传包
装和品牌推介的力度。

冯义日去年加入合作社，签订完
协议，种下芋头1个月左右，便收到
合作社预付的每亩1000元的收购

款。“根据协议，合作社垫付种植成
本，我们只要做好田间管理，就会有
稳定收益，不怕亏本。”冯义日说，因
为精心管理，今年芋头收成特别好，
比预计的产量还多出许多，新鲜的
芋头梗也深受欢迎，产品除去合作
社回收的部分，他还可以选择自由
对外售卖。

芋头收获季，澄迈县金江镇积极
推动道南福芋在海南爱心消费扶贫
网上销售，同时举办宣传推介会，发
布道南福芋宣传标识和统一包装标
识。目前，市场反馈良好，合作社负
责人、道南村党支部书记冯志委透
露，上市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累计
收到1.5万斤芋头的网上订单。

强化战斗堡垒作用，解决群众难题，做强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

党支部“当家”兴了横滩村

历史悠久的“芋头村”

新品“福芋”受欢迎

多措并举促产业振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依山傍水，风景秀
丽，这是澄迈县中兴镇
横滩村给人的第一印
象。这个南渡江畔的
小乡村，不仅美丽，村
党支部建设近年来也
频频获得各种先进单
位的荣誉称号，让村里
党员无比自豪。

作为村一级基层
党支部，抓好党建的秘
诀是什么？橫滩村党
支部书记蔡笃玉近日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总结说，就是要
“不断提升服务群众宗
旨意识，抓党建、强经
济、惠民生，充分发挥
坚强战斗堡垒作用”。

户均增收8400余元

道南村

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

种植面积近600亩
发展芋头产业

其中
贫困户种植143.6亩

直接带动37户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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