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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组织开展了6场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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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澄迈动态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见习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线上，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最
新的销量排行榜，澄迈以销售额
497.6万元继续位居全省第三名。

线下，今年上半年，澄迈分
别在老城、桥头、福山、大丰、瑞
溪、金江等镇组织开展了6场爱
心扶贫大集市活动，累计318户
贫困户受益，实现农产品销售额
42万元；由各镇牵头组织开展的
小型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 42
场，受益贫困户277户，销售农
产品27万元。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澄迈
消费扶贫的“成绩单”都非常亮
眼。在优异成绩的背后，澄迈消
费扶贫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的
举措？参与消费扶贫各方的反
馈如何？对此，海南日报记者进
行了走访调查。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
专

说起自己的家乡——澄迈县福
山镇敦茶村，冯善祥的眼中有光。这
位已经61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年轻
时外出闯荡，创业致富后又回到家
乡，致力于建设美丽乡村。

冯善祥2013年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以来，敦茶村已经从过去的杂乱无
章到如今的宜居宜游，不仅被评为海
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还入列住建部
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名单。2018年，
敦茶村党支部被澄迈县评为七星级
党组织。

勇于创业 勤劳致富

冯善祥的创业路始于上世纪80
年代初。当时，20多岁的冯善祥经与
家人商量，从村集体中购买了村里唯
一一台拖拉机。每到农忙季节，他便
开着拖拉机为周边群众提供有偿耕
地服务。凭着一股吃苦耐劳和诚信
朴实的精神，他很快赚到了创业的第
一桶金。

1989年，冯善祥添置了一辆货
运车，做起了收购运输的生意。跑运
输的过程中，他发现海南香蕉很受欢
迎，又回村发展香蕉种植产业，从最
初的20多亩，慢慢扩大到70多亩，并
带动其他村民一起种香蕉。

2000年后，敦茶村香蕉种植面
积达到最高峰，约有9000亩。期间，
冯善祥一边种植香蕉，一边继续跑运
输，把香蕉运到广东卖，价格比田头
收购价要高出许多。但也因此，他比
别人更加忙碌。“甚至过年的时候，还
要到内地跑市场。”冯善祥说。

饮水思源 反哺家乡

天道酬勤，富有生意头脑又勤劳
朴实的冯善祥，很快成为村里率先发
家致富的农民创业者。但是随着外
出越多，眼界越开阔，他愈发感受到
家乡发展滞后了。

“那时候，广东、江浙一带都发展
得很快，农村面貌有很大改观。我就
想着，福山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农村
不能更漂亮一点呢？”冯善祥说，他不
仅想要自己发家致富，也想带动乡亲
百姓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

2003年，跑了十几年运输的冯
善祥放下生意，回到村里，发动村民

一起修路、
植树、开展
环境卫生整
治……他鼓励
村民发展庭院
经济，将多年跑市场的
经验和信息传递给大
家，带动了一批人增收致
富，并专程请来设计院的专
家为村庄建设进行规划，大家
一致推选他当永边村村民小组组
长。2013年，冯善祥全票当选为敦
茶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王锦说，过去大家以种植水
稻、甘蔗为主，经济收入不高，但在冯
善祥的带动下，许多村民种香蕉，走
上了致富路，村子的发展越来越好。

老骥伏枥 再谋新篇

如今，走进敦茶村，道路旁花团
锦簇、椰影婆娑，一栋栋别致的楼房
在果树的掩映下分外动人。

担任村支书多年，冯善祥越来越
重视基层党建的力量，他坚持“党建+
产业+美丽乡村”发展模式，以党建为
引领，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发展村集
体经济，成立澄迈福山芬茶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打造山茶树和果蔬种植

及加工产业基地。
在冯善祥看来，敦茶村产业基础

良好，区位优势突出，接下来，还可以
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农旅融合。“得益
于澄迈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的美丽
乡村建设，福山风情小镇的人气渐
旺，敦茶村的交通路网越来越完善，
村里的环境卫生越来越好，来到敦茶
参观游览和体验果蔬采摘的游客也
越来越多了。”冯善祥说。

“冯书记是优秀党员干部的代
表，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在敦茶
村洋道村民小组村民符善南的印象
中，这位一直忙忙碌碌的老村支书，
始终把村子的发展装在心上。

（本报金江7月4日电）

澄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宣传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育宾 梅艺馨）日前，澄迈县检察院联合澄迈县
老城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深入海南省技师学院
开展以“守护校园食品安全检察行”为主题的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

活动中，检察干警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
手册等方式，积极向师生们介绍食品安全法、药品
安全等知识。针对校园周边购买垃圾食品存在的
安全隐患，检察干警为同学们讲解了如何预防食
物中毒等常识，倡议同学们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自
觉抵制垃圾食品，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澄迈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
机关将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深入开展形式
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为澄迈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提供司法保障。

澄迈销毁一批侵权假冒商品
共计4.3万余件，货值9万余元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余小艳）日前，澄迈县集中销毁一批侵犯知识产
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销毁商品种类包括建
材、家用电器等，共计4.3万余件，货值9万余元。

当天，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收缴的侵权
假冒商品集中运到金江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站。在
监督销毁人员的监督下，一件件侵权假冒商品被
丢入垃圾车，经压缩进行无害化处理。

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打击侵权假冒商品并进行销毁，展现了澄迈对
打击假冒侵权、商标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的决
心，有效震慑销售侵权假冒商品的不良商家，
保持市场有序经营，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下一步，澄迈将继续加强对市场的督查，坚决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维护
群众权益。

举办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澄迈为纪检监察干部“充电”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肖虹）近日，澄迈县纪委监委举办全县纪检监察干
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围绕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提升案件质量、强化派驻监督、做好党风廉政新闻
宣传、信访办理等进行专题授课，为干部“充电”，
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澄迈县纪委监委提前
向纪检监察干部征集培训需求，制定培训方案，
既邀请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授业解读，又安排
县纪检监察干部走上讲台，分享心得体会、交流
工作经验。

据悉，近年来，澄迈县纪委监委每年研究制
定“培训菜单”，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常规
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充分运用“红色课堂”
体验教学、“每日一测”党纪法规在线测试、“岗
位练兵”演讲比赛、专题培训、业务讲堂、“实战
演练”情景教学等方式，力争做到全员受培训、
全员增本领。

澄迈表彰一批优秀党员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余小艳）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提高干事创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日前，澄迈县委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表彰会上，澄迈县委授予李世群等80名共产
党员“澄迈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王俊等50
名党务工作者“澄迈县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
予永发镇后坡村党支部等50个基层党组织“澄迈
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澄迈县委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
党员要向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学习。学习他们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
念；学习他们对党忠诚，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坚强党性；学习他们坚持党和人
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永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一
心为民的本色；学习他们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攻坚克难，以“一天当三天用”的精神干事创业
的进取意识。

澄迈招录25名
定向免费师范生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见习记者
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海南日报记者7
月4日从澄迈教育局获悉，今年该县
继续实施免费师范生定向培养工作，
面向社会招录免费培养定向师范生
25名。其中中学10名，小学15名。

根据要求，免费培养的定向师范
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教材
费、生活补助费等教育费用由澄迈县
财政负担。按每人每年20000元标
准给予补助。在取得毕业证、学位证
和教师资格证后，由教育行政部门根
据实际需要统一安排至当地学校任
教，任教时间不得少于10年。

澄迈招录15名
定向免费医学生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见习记者
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海南日报记者7
月4日从澄迈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获
悉，澄迈县延续以往免费培养定向医
学生模式，现面向社会招录临床医学
专业和中医临床专业免费培养定向医
学生共15名。

经录取的 15 名免费培养定向
医学生将以全日制形式进行高等
医学院校学历教育，学制为 5年制
本科。

在校学习期间，学生的学费、住宿
费、生活补助费等按每人每年20000
元标准给予补助。学生毕业后，须按
协议规定，在澄迈县连续从事医疗卫
生工作10年（含）以上，其中应在基层
卫生院服务5年。

冯善祥创业致富不忘反哺乡里，勤勤恳恳为村庄谋发展

老支书领着乡亲走新路

在曾精看来，澄迈消费扶贫成效
明显，一方面得益于澄迈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今年“七一”前后，澄迈各级各类党组
织以开展党建活动为契机，加入消费
扶贫大军，营造出“人人关心扶贫、人
人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

社会氛围；另一方面，澄迈县拥有丰
富且优质的农产品品牌，在消费者中
有良好的口碑。

桥头地瓜、福山咖啡、大茂酸菜、
道南福芋……无论是在爱心扶贫大
集市活动上，还是在海南爱心扶贫网
上，许多澄迈农特产品经常被“一抢

而空”。
为提高农民加大营销、对接市场

的意识，澄迈还积极鼓励扶贫产业
优质化、品牌化发展。不久前，澄迈
金江镇就成功打造“道南福芋”品
牌，通过统一包装和标识、举行品牌
发布和宣传推介会等营销活动，使

得道南福芋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
优质的道南芋头供不应求。道南村
党支部书记冯志委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品牌打响后，种植户的积极性大
大提高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
也增强了。

（本报金江7月4日电）

从爱心扶贫大集市中获益的不
只有贫困户，还有吸纳、带动贫困户
脱贫增收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获悉，澄迈中
兴镇福安村绿色农业合作社带动村
民种植了约100亩地瓜，不料，今年
3月，地瓜成熟集中上市时遭遇销售
难题。后来，澄迈县供销社了解到

该合作社吸收了73户贫困户，于是
主动联系合作社负责人，积极组织
该合作社参加消费扶贫活动，帮助
该合作社打开了销路，最好时一天
能卖出3万多斤地瓜，解了当地农民
的燃眉之急。

“合作社是联系农户的有效载
体，也是参与消费扶贫的重要力

量。”澄迈县供销社主任曾精说，在
省供销社的支持下，澄迈县供销社
创办了福莲桥专业合作社，并在海
南省爱心扶贫网上线贫困户的农
产品。

创新模式，促进多方共赢，澄迈
县供销社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的帮扶模式，在多个乡镇设

立爱心扶贫专区和爱心扶贫摊位，无
偿帮助当地贫困户销售农产品。这
也为供销社创造了新的社会价值，越
来越多农民合作社主动联系供销社，
寻求合作。通过省供销社平台，澄迈
县供销社还把澄迈的农特产品运送
到海口各大社区、高校等，进一步拓
宽销售渠道。

7月3日下午，雨后澄迈县福山
镇的街头，77岁的贫困户李开福挑着
两袋番石榴向来往的群众兜售。天快
黑了，准备收拾回家的时候，他数了一
下手中的钱，“在街头蹲4个多小时，才
卖了不到80斤，收入不到40块钱，还

不如大集市上1个小时卖得多！”
李开福说，爱心扶贫大集市前不

久在福山咖啡风情小镇举行，当天他
带着自家种的番石榴赶集，以每斤
2.8 元的价格卖出去 100 多斤番石
榴，收入近300元。但街头零售销路

就没有那么好，而且价格压得很低，
“有时1斤只能卖到5毛钱。”

“贫困户的农产品在爱心扶贫大
集市上价格比较稳定，销量也比街头
零售好得多。”爱心扶贫大集市牵头
单位之一的澄迈县福山镇供销社负

责人王家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澄迈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消费扶贫工
作，以多种形式宣传发动各机关、单
位党员干部带头购买贫困户的农产
品，福山一带贫困户的农产品基本不
愁销路。

澄迈上半年组织消费扶贫活动近50场，线上销售额全省第三

消费扶贫助贫困户“翻身”

扶贫集市助价稳货销

创新模式让多方获益

打造品牌增致富信心

持身份证、户口簿、准考证、高考
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资料原件（并提
交上述证件复印件1份），到澄迈县卫
生健康委员会报名

报名方式

2019年被本科A类高等院校录
取，持有澄迈县户籍，立志为澄迈县的
医疗卫生事业服务的考生。

招生对象

8月16日

报名截止日期

持身份证、户口簿、准考证、高考
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资料原件（并提
交上述证件资料复印件1份），到澄迈
县教育局高招办报名

报名方式

2019年被本科A批211工程师范
院校（师范类专业）或省属重点师范院校
（师范类专业）录取的澄迈县户籍生源

招生对象

8月16日17时

报名截止日期

北京力迈中美（国际）学校
海南校区正式启用
面向全国招收优秀中小学生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日前，北
京力迈中美（国际）学校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海
南老城校区（以下简称海南力迈学校）正式启用。

据悉，海南力迈学校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是海南启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后第一家开
学的国际化学校，也是北京力迈教育集团在海南
的第一个校区。学校占地 21 亩，建筑面积
11600平方米，可容纳900名小学和初中学生，
2018年装修完毕，2019年3月正式运行，现有学
生100余名。

据了解，海南力迈学校打造了外籍教师、优秀
海归、国内名师各占三分之一的教师团队，推行中
美双课程、双学籍、双师资、小班化、个性化的教育
模式，受到社会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目前，该校正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优秀
学生。

11个实地课堂
展示社区特色课程

7月4日，海南省社区教育研学活动在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举行。沉香工艺展、吉他弹奏、手工绘画展、古筝表
演、八音演奏、陶艺、烹饪等11个实地课堂展示了澄迈11个社区学校和实践基地社区的特色课程。

据悉，我省从2017年开始推广社区教育，开展的重点人群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澄迈社区教育工作，无论是成效，还
是发展理念，都走在全省的前列。此次活动通过实地课堂展示，展示和推介了澄迈的社区教育成果及理念。

图为福山社区学校工陶艺班学员在活动中制作陶器。
文/见习记者余小艳 本报记者李佳飞 图/本报记者苏晓杰 通讯员王家专

冯善祥。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