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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新发展

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澄迈动态

澄迈慧牛的创始人蔡於旭在澄
迈颇有名气，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曾从事教育行业十余年，成功创
办过一家产值超千万元的教育文化
企业，但在一次回乡探亲的时候，他
注意到，家乡有好山好水好资源，却
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许多群众仍
然挣扎在贫困线上。因此，2016年

他决定返乡创业。
一开始，由于不懂养牛技术，他

没少交“学费”。但他没有放弃，坚持
主打绿色、原生态的品牌，不仅逐渐
打开了销路，也赢得了口碑。当年，
他申请注册澄迈慧牛商标，并成立合
作社，吸纳瑞溪镇100多户贫困户，
带动农户增收脱贫。

2018年，在澄迈县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他与另外4名返乡大学生又
在金江镇创办了第2个养牛基地，并
注册成立了海南慧牛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采用“互联网+合作社+贫
困户”的商业模式，线下创建小黄牛养
殖基地，开设慧牛小黄牛肉专营体验
店；线上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开发慧

牛生鲜商城小程序，让消费者足不出
户就能购买到新鲜的小黄牛肉。

“政府的扶持，是及时雨，也是定
心丸，让我们发展产业更有底气。”蔡
於旭说，在澄迈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下，澄迈慧牛第3个养殖基地项目马
上也要落地了，项目选址中兴镇，占
地面积约15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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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累计投入资金4337万元
实施83个产业扶贫项目
涉及桥头地瓜、无籽蜜柚、白莲鹅等 18个品牌
带动2692人脱贫

澄迈今年计划投入4600余万元，实施86个产业扶贫项目

打造脱贫攻坚特色产业“强引擎”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哞，哞……”7月29日傍晚，在
澄迈县桥头镇昌大村的一块撂荒地
里，村民王槐志的15头黄牛吃草正
欢。“牛倌”王槐志戴着草帽，背着
手，悠闲地走在牛群后面。

过去，由于要供孩子上学，还要
赡养老人，王槐志长时间无法外出
打工，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2014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尝试
过种植各种瓜果蔬菜，也养过猪，但
是由于缺乏技术等问题，经济效益
一直不太理想。

之后，在桥头镇委、镇政府的帮
扶下，王槐志努力发展养牛产业，很

快便实现脱贫。从4头牛到15头
牛，从对养牛一窍不通到如今的养
牛土专家，他克服重重困难，把养牛
产业越做越大。

“当时帮扶责任人给我送来3头
成年母牛、1头公牛和饲料，鼓励我
发展养牛业。不懂技术，镇里就派
来指导员，手把手地教。”看着眼前
觅食的牛群，王槐志由衷地感谢党
和政府的关爱。

得到帮助，王槐志懂得珍惜。
他一边养牛，一边自己琢磨起养牛

“秘诀”，识字不多的他通过向孩子
请教，上网搜养牛资料。一次偶然
的机会，他在网上结识了一群全国
各地的养牛大户和行业专家，并互
留了联系方式。他常常拍摄养牛的
视频，向专家咨询。

“没想到对方及时回复，这给了
我很大的信心。”王槐志说，在专家
的指导下，牛越养越好，他也逐渐摸
出了门道。

平时，王槐志还积极参加扶贫电
视夜校和县畜牧局举办的养殖技术
培训。经桥头镇帮扶责任人郑其巧
牵线搭桥，王槐志认识了本地养牛专
家李达宽。李达宽经常上门指导，为
他提供技术跟踪服务和销售渠道。

2017年，王槐志家的房屋被列
入危房改造计划，他用补贴的危房
改造资金建起了新房，他的妻子也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在当地找到一
份义务岗的工作。2017年底，一家
人成功脱贫摘帽。

“现在养殖黄牛15头，其中8头
母牛待产仔，预估年产值 10多万

元。”王槐志说，为给考上研究生的
女儿交学费，他最近卖掉了2头黄
牛，收益1.4万元。

看到王槐志靠养牛脱了贫，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附近村民们也纷
纷前来交流、学习养牛经验。“母牛
除了吃野草，每天要额外补充营养，
一天一头母牛喂20克至25克食盐，
补充钠、氯等微量元素。母牛若是
怀孕了，还要补充薏米粉、小苏打
等。”说起养牛“秘诀”，王槐志打开
了话匣子，毫不吝啬地分享他的“养
牛经”。

“我想在下半年扩大牛棚，迎接
这批小牛仔的出生，再种些牛草，防
止冬季干旱，野草不够吃。”看着远
处的牛群，王槐志心里已经有了计
划。 （本报金江8月1日电）

澄迈举办多项赛事活动
迎接“全民健身日”
万泰球馆、澄迈体育馆免费开放1个月

本报金江8月1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今年8月8日是第11个国家“全民健身
日”,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澄迈县旅文局获悉，为
迎接“全民健身日”，澄迈将推出多项赛事活动惠
民，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据悉，赛事活动包括万人环城长跑、3对3篮
球联赛、省排球联赛澄迈站、美丽乡村绿色骑行活
动澄迈站和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等。

值得一提的是，澄迈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从8月1日起向民众免费开放万泰球馆、澄
迈体育馆1个月，丰富群众业余文化娱乐生活，夯
实“全民健身、健康澄迈”工作。

“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在于打造以‘赛事活动
带动旅游消费、用旅游助力体育发展’新业态，提
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澄迈县旅文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澄迈开展
食品安全联合执法检查
强化食品经营队伍建设和安全监管

本报金江8月1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近日，为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澄迈县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检查组，前往金
江中心市场、金江农贸市场以及部分餐饮单位，开
展食品安全联合执法检查。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市场入场销售者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的落实情况，市场卫生情况、各项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上墙公示情况和食品经营户
销售情况等。检查中，执法人员提醒各市场熟
食摊主要穿戴工作衣帽戴好口罩；对销售生鲜
肉的摊主，要求其从正规渠道进货，留存供货商
资质。

此外，检查组还对占道经营等现象加以整治，
对没有自觉履行门前三包的店主进行规劝和教
育，对超门槛经营者，将其货物进行没收。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餐饮场所、农
贸市场等单位要重视食品采购和加工环境安
全，认真谨慎对待收货验货，同时，要规范餐厨
废弃物的管理，强化食品经营队伍的建设；各相
关部门要提高认识，进一步强化监管，突出重点
区域，紧盯关键环节，切实做到食品安全监管再
强化，确保食品质量安全，让老百姓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首届“自然小精灵亲子夏令营”澄迈举行

自然教育夏令营受欢迎
本报金江8月1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余小艳 通讯员张仁圣）在大自然中认识各种
动植物、玩陶泥，与爸爸妈妈玩亲子游戏……近
日，在位于澄迈县福山镇侯臣咖啡庄园的CAN
中国大自然教育海南侯臣基地，参加首届“自然
小精灵亲子夏令营”的孩子们尽情徜徉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欢乐的笑声让整个庄园充满了活
力和乐趣。

“自然小精灵亲子营”由海南侯臣咖啡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大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袂打造，
以CAN中国大自然教育海南侯臣基地为依托，让
孩子们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亲密接触。

“大自然教育不是单纯的户外活动，也不是
纯粹自然知识的学习，而是有效地使用自然环境
及自然类事物作为教学背景和工具，有目的地培
养人的活动。”北京北研大自然教育研究院教授
朱宝义表示，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现代
社会电子产品泛滥，易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从
小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孩子，往往会出现电子产
品依赖和视听退化等“自然缺失症”，而自然教
育，恰恰能实现儿童与大自然的有效联结，有效
引导孩子们改善这些症状，养成各种学习和生活
所必须的能力。

“每天孩子都会把看到的、学到的与我们分
享，连我们都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孩子竟能
分清科属”。今年9岁的陈彦焯第一次参加自
然教育类夏令营，他的母亲王女士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参加此次“自然小精灵亲子营”，孩子
有很大变化，她感到很欣慰，希望孩子以后能多
参加这样的活动。

乡村振兴工作队多管齐下

帮贫困户销售芋头
近8000斤

本报金江8月1日电（见习记
者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多亏了乡
村振兴工作队员，要不这4000多斤
的芋头就全烂在地里了。”7月31
日，在澄迈县中兴镇大云村，村民李
家兴从乡村振兴工作队员李国协手
上，接过乡村振兴工作队代销芋头
所得的近万元。

原来，最近一个月正值大云村5
户农户的芋头丰收。由于上市时间
较晚，销路不畅通，李家兴、冯德陆等
贫困户种植的近8000斤芋头滞销。

大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了解
情况后，通过与芋头销售点洽谈、发
动亲朋好友购买、编发微信朋友圈
宣传等多种方式，帮助这些贫困户
销售芋头。仅一个月，这些贫困户
的所有芋头都被售出。

大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兼
驻村第一书记黄建宇介绍，下一步
计划利用“线上+线下”模式，拓宽
农产品销路，帮助贫困户脱贫。

澄迈开展脱贫攻坚督查督战

治理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

本报金江8月1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林慧赵巍）海南日报记
者8月1日从澄迈县纪委监委获悉，
今年以来，澄迈加大了对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的监督执纪问责力
度，开展脱贫攻坚督查督战专项行
动，县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带6个
督战队，对11个镇脱贫攻坚工作进
行督查，解决脱贫攻坚责任落实不
到位、“两不愁三保障”工作不扎实
等突出问题。

督战队队员深入村庄和田间地
头，逐一向群众和相关帮扶责任人
核实政策落实、干部帮扶、产业分红
等情况，发现问题当场指出，并列出
问题清单。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充分发挥“指挥棒”作用，督促
各镇、单位、帮扶责任人落实整改。

据统计，自督战工作开展以来，
澄迈共发现扶贫台账、扶贫产业、危
房改造、人居环境、安全饮水、干部
履职情况等方面问题308个，立案
1人、通报批评3人、约谈27人。

桥头镇昌大村王槐志用心琢磨“养牛经”

“老黄牛”犁开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见习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8月1日清晨，台风“韦帕”
给澄迈县大部分乡镇带来强降
雨，瑞溪镇村内村通往山上的一
座小木桥被水淹没，澄迈慧牛养
殖基地的30多头小黄牛不能像
往常一样上山吃草，这让饲养员
邱琪琳有点着急。

“我们的牛都是散养的，品
质好，消费者很喜欢。”今年29
岁的邱琪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2016年她家还是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多亏了澄迈慧牛养
殖基地吸收她就业，帮助她们
家很快脱了贫，如今一家人的
生活越来越好，所以她照料牛
群也格外用心。

发展产业，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根本之策。近年来，澄迈县
充分发挥农业品牌优势，扶持特
色产业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
贫。今年，澄迈拟投入资金
4600余万元，因地制宜、因户
施策，组建起了县镇村三级项目
库，计划实施产业扶贫项目86
个，力争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农
户脱贫致富的“强引擎”。

“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
第一要务，下大力气认真研究、科学
谋划产业扶贫项目，千方百计增加群
众收入！”在推动产业扶贫方面，澄迈
县委书记吉兆民一再强调。

去年以来，澄迈县产业扶贫项目
组织化合作化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已

接近100%，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
入持续增长，与全县人均纯收入差距
缩小。

为推进实施产业扶贫项目，澄迈
县还出台《澄迈县产业扶贫项目规范
管理工作办法》，明确将根据产业发展
规模和带动贫困户数量，优先把参与

扶贫的企业申报认定为扶贫龙头企
业，对其投入建设的农业设施和基础
设施按国家有关政策给予配套补贴或
奖励，为企业正常经营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澄迈建立了以奖代补
的机制，鼓励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参与
扶贫，推动扶贫产业特色化、规模化、

品牌化发展；建立长效机制，对带动
贫困户成功脱贫的企业，按带动脱贫
成效给予奖励。

“澄迈富硒土地资源优越，农产
品种类丰富、品牌突出，发展扶贫产
业大有可为。”澄迈县副县长徐伟松
表示。 （本报金江8月1日电）

政府扶持 让创业者更有底气

特色发展 助农业提质增效

在蔡於旭养牛产业越做越大的
同时，金江镇的稻虾共养项目也取得
了突破进展。2018年，项目运营方
——海南归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科研机构的支持下，不仅攻克了虾
苗繁育难题，还在瑞溪镇仙儒村租赁
了300多亩地，建立起稻虾综合种养
示范基地。

7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

瑞溪镇仙儒村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基
地，放眼望去，只见一片广阔的田洋，
水稻青青，稻田与稻田之间，用白色
塑料薄膜隔开的田埂上，有一个个小
龙虾穿凿的洞眼。

“稻虾共养不仅节约了土地资
源，有利于实现产业效益最大化，而
且这种模式生态环保，无农药化肥等
污染问题。”该公司技术总监马源潮

介绍，这种模式种植的水稻不施化
肥，用羊粪发酵后的有机肥；小龙虾
可以解决水稻根部害虫，所以也不用
打农药；小龙虾的排泄物中含有氮、
磷等微生物，能被水稻吸收，促进生
长；而且，在这种无污染的水稻田里
生长的小龙虾，品质更佳。

据了解，国内其他省市已有“稻
虾轮作”模式，但通常只是上半年养

虾，下半年种水稻，每年一季虾一季
水稻。而在海南，由于气候温暖，稻
虾共养可以实现一年两季虾两季水
稻，甚至三季虾三季水稻，效益大幅
提高。

为助力脱贫攻坚，今年4月，该
公司吸收了50余名贫困户，贫困户
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参与年底利
润分红。

以奖代补 鼓励更多企业扶贫

澄迈拟投入资金4600余万元

组建起了县镇村三级项目库

计划实施产业扶贫项目86个

去年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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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心灵”澄迈分队
开展暑期支教活动

本报金江8月1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余小艳）日前，2019“美在心灵”澄迈分队暑期
支教活动拉开帷幕。7月22日至8月11日，志愿
者将在金江镇太平责任区六山小学、老城镇南兴
小学、福山镇土南小学、加乐镇加朗小学开展支教
活动，丰富孩子暑期学习生活。

“公益虽苦，心存甘甜。”澄迈分队各支教小组
组长呼吁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关心澄
迈公益事业，关爱更多需要社会帮助的人。

据了解，海南省“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志愿
者协会澄迈分队成立于2010年，长期组织澄迈籍
优秀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各乡镇中小学校开展高中
交流会、爱心捐书、支教等活动。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澄迈分队共派出支教志
愿者400人次，在20余所小学支教，受益学生人
数超过3000人次。

7月29日，澄迈桥头镇昌大村村民王槐志（左）与技术员李达宽交流养牛技术。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