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柚子
夫妇”创业过程中，他们的努力和诚意
打动了很多人，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
助。2013年，澄迈县将无籽蜜柚列入
县支柱产业，给予他们100万元贷款，
鼓励其扩大种植规模。

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来
袭，洪安农场的无籽蜜柚果园遭遇
重创，直接损失 300 多万元。台风
过后，澄迈相关部门负责人第一时
间致电关心受灾情况，有关部门联

系农信社，在灾后一个星期内发放
了100万元无抵押贷款。“这贷来的
100万元真的是雪中送炭啊！”安烁
宇说，依靠各方支持，他们重拾信
心，将树上没有吹掉的果子卖掉，收
获了 120 多万元，总算度过了难
关。此后，他们越挫越勇，创业的步
履也更加坚定。

近年，连续几届澄迈县无籽蜜柚
采摘活动都在洪安农场举行，越来越
多当地农户加入蜜柚种植，“柚子夫

妇”都无偿给予技术指导和提供销售
服务。

“我们未来想要做的，是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让以往的农民从体力
劳动工向技术工转变，因为我们坚
信，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做好专业的
事。”安烁宇说，眼下他正在谋划的
是要建设4支队伍，一支研发团队，
依托澄迈蜜柚研究所，开展病虫害
防治研究和新种苗的培育；一支懂
技术、有文化的种植团队；一支专门

从事高效作业的植保机械队和一支
品牌营销团队。

在中兴镇福来村蜜柚种植基地附
近，“柚子夫妇”还承包了200多亩的
水塘，为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灌
溉水源优质，他们拒绝发展养殖业，并
规划建设共享农庄。“希望在打造无籽
蜜柚品牌的基础上，发展休闲旅游产
业，以一业兴百业，助力乡村振兴。”黄
晓玲这样憧憬着。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

安烁宇和黄晓玲都是“80后”，他
们一个来自贵州的农村，一个来自四
川成都，相识于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
院果树班，从大学同学到恋人再到夫
妇，他们始终怀揣着创业梦想和对热
带果树种植业的热情。

在贵州老家，安烁宇家人世代种
植水果，他的父亲曾经大片种植沙田
柚和柑橘。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的家人特别希望他能回老家。而黄
晓玲远在成都的父母也为她安排了体
面的工作。可是，为了爱情，为了创业
梦，他俩毅然决定留在海南，心心念念
想拥有一处自己的庄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的机
会，安烁宇结识了善进村洪安农场原
来的主人，对方因缺乏技术和管理经
验，农场经营不善难以为继，2009年

便转手将之卖给了安烁宇。这个在别
人眼中俨然“累赘”的农场，却让安烁
宇兴奋不已。他用“幸福来得太快，就
像龙卷风”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然而，现实却是：买下果园后，他
和黄晓玲负债累累。创业初期的艰辛
不言而喻。

为了省钱，他们省吃俭用，有时一
连吃上几天的泡面。2011年，他们婚

礼收到了1.75万元的礼金。“虽然说起
来有点俗，可正是这笔钱，让我们支撑
到柚子成熟的季节。”黄晓玲回忆道。

“无论多难，妻子从不抱怨，一直
站在我的身边，用实际行动支持我，鼓
励我。”安烁宇说，他满怀希望地种下
一棵棵柚子树，可是创业路上接连遭
遇打击，幸好有一个人始终陪伴他，让
他没有放弃。

为了梦想
把青柚和爱情一起种下

种出了柚子，仍面临销售的问
题。安烁宇记得第一次采摘了1000
多个柚子到海口南北水果批发市场
售卖的情形：从凌晨 3 点到早晨 8
点，他们吆喝了 5个多小时竟没有
成交一笔！看着市场上车水马龙，
但似乎一切都与他们无关。原因是
他们种植的青柚成熟后仍然是绿色
的，和大家印象中成熟的柚子不一
样，因此无人问津。

心情瞬间跌到谷底。但很快，他
们又重新振作起来，决定去岛外寻找
销路试试。

“一开始也很艰难，初来乍到新市
场，就算柚子品质再好，消费者不熟悉，
也只能压低价格，一点一点招揽回头

客。”安烁宇说，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
迎来大批客商，60多筐柚子不到1个小
时被一抢而空，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到底出了什么事？”安烁宇心里
想着，卖完柚子，他便去市场上转悠一
探究竟。没想到，以3.5元一斤的价
格从他们手中批发柚子的客户，转手
就卖到了15元一斤，其中一个客户还
将他们的青柚当作进口的泰国柚卖，
最低也要28元一斤。

他恍然大悟：随着越来越多人开
始讲究生活品质，打造高端水果必须
走品牌化的路子。而品牌化的根基，
正是好品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柚子夫妇”调
整了发展思路，他们从此告别批发市

场，专注做精品农业，力争让销售模式
从他们出去找订单，变成了订单主动
找他们。

重新回到种植环节，安烁宇变得
更加用心。

为让柚子口感甜、水多、营养好，
安烁宇在肥料上狠下功夫。他在果地
里挖了一口沤肥池，把加工好的菜籽
饼掺上几种微量元素、益生菌和水搅
拌后沤在池子里。为保证质量，他亲
自对肥料进行充分搅拌，从早到晚，重
复着这项单调繁重的工作。

2013年，“柚子夫妇”注册成立海
南洪安农业有限公司，并组建了自己
的团队，借助科研团队力量，“死磕”每
一个生产细节，从选址、规划、建园，到

定植、养树、修剪、防虫、防病，再到摘
果、预冷、分级、包装、销售，每出品一
只青柚都要严格经过36个环节168
道工序，他们还制定了企业标准，参与
制定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申请了多
项专利发明。

“经过多年试验，反复论证，现在我
们出品的柚子基本做到了每个生产环
节可控，品质、产量稳定。”安烁宇说，目
前，公司青柚种植面积约1300多亩，无
籽蜜柚产品获无公害产品认证、绿色食
品认证，获得海南省名牌农产品、第十
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农产品金
奖等荣誉，“柚子夫妇”品牌还获准使用
海南首个国际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
志，产品远销北上广、加拿大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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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柚子夫妇”的创业之路——

单个青柚最高卖398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澄迈做精做强富硒品牌农业

已建5个国家级
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者
余小艳）海南日报记者8月15日从澄迈县农业农村
局获悉，近年来，澄迈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
机，加快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富硒品牌农业进一步做
大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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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新增热
带特色水果种植面积1.66万多亩。

其中，累计新增种植福橙1024亩，无籽蜜柚
1500亩，福山咖啡600亩，凤梨1.3万亩。

为加快推进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打造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澄迈积极推进商标富农工程，发展澄
迈福橙、福山咖啡、无籽蜜柚、无核荔枝、桥头地
瓜、乐香山茶油等优势特色农业，全县累计注册农
业商标达958件，其中，著名商标12件，国际商标
2件。桥头地瓜种植区获评首批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澄迈蜜柚被国家部门列入生态原产地产
品保护目录，桥头地瓜和澄迈山柚油获得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澄迈县被评为“全国木本油料特色
区域示范县”。

在推进共享农庄项目建设方面，澄迈根据省
委、省政府要求，结合实际，2018年新增偲林福橙共
享农庄、才存共享农庄、香海堂共享农庄、白莲鹅共
享农庄和迈山湖共享农庄等5家共享农庄，目前，全
县共8家省级、15家县级共享农庄创建试点单位。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见习记者
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家专）

“这是教育基金会成立以来，我们第一
次资助村里的大学生，已经募集1.5万
元捐款。”8月14日，澄迈县金江镇山
朝村村民小组组长林志勇高兴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今年2月海南日报以
《省下鞭炮钱 用作支教金》为题报道

山朝村成立教育基金会的事迹后，引
起热烈反响，村民此后更加积极捐资
助学，今年，教育基金会拟对5名村里
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奖励。

奖励以“基数奖励+浮动金”的资
助模式进行。今年山朝村的“状元”
林卓，以723分的高考成绩，被暨南大
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录取。教育基

金会相关成员经商议，决定给予其
3000元的“基数奖励”和额外的2000
元浮动奖励金。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希
望通过这形式让村民们重视教育，传
承优良风气。”32岁的林诗清是山朝
村教育基金的发起人之一。在学生
时代，林诗清与弟弟曾因为亲朋好友

的资助才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如今，
林诗清已在海口工作，但他始终不忘
乡亲们的恩情，因此热心为教育基金
会的事务奔走呼吁。

林诗清告诉记者，山朝村民风淳
朴，村民不仅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
题，同样关心每一个困难的家庭和支
持美丽乡村建设，谁家有困难，村民

们都会积极主动捐款帮助。
“我们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外嫁

女，也多次为村庄建设捐款，用于修
建公路、灌溉水渠、篮球场等公共设
施，改善村庄环境。”林诗清说。

林志勇说，山朝村正在申报创建
美丽乡村，村民齐心协力，希望进一
步改善人居环境。

澄迈山朝村教育基金会开展奖优助学活动

鼓励重视教育 树立文明新风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李庆巍）海南日报记者
8月15日从澄迈县委组织部获悉，
为抓好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助力
乡村振兴，去年以来，澄迈启动“大学
生返乡兴村计划”，到目前已经完成
招聘55名乡村振兴指导员，分配到
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庄。

与此同时，澄迈启动第五批大学
生返乡创业扶持计划，预计投入250
万元，吸引大学生回乡创业，为村级
组织贮备人才。

为进一步优化村干部队伍，澄迈县
还采取公检法司部门联审、调研走访、
个别谈话、设立举报电话等方式，对全
县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违纪违法、
涉黑涉恶涉邪教、“村霸”和履职尽责情
况开展了4轮排查，坚决撤换不胜任、
不履职和不合格的村干部。今年以来，
免去29人，填补21人，整治清退6名存
在违法记录村（社区）干部。同时，澄迈
建立村“两委”干部资格审查联审机制，
对13名拟任村干部进行审查，严把村

“两委”干部资格条件关。

澄迈狠抓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55名大学生乡村振兴指导员到岗

澄迈首届寻找
最美新娘评比落幕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2019年澄迈首届超级婚礼秀暨最美新娘
评比颁奖活动日前在澄迈县举行，自此，历时1个
多月、主题为“花开并蒂福地情，鸳鸯壁合寿乡缘”
的最美新娘评比活动圆满落幕。

活动现场，开场灯光秀表演，选手婚纱、礼服、
旗袍走秀，厨师秀等节目轮番上演，韵味十足。舞
台上，新娘们身穿美丽的婚纱、旗袍，用婀娜的身
姿、轻盈的步伐、甜美的笑容向现场的评委和观众
展现她们最美的一面。

经过网络投票和现场评委评分，最终，李川湖
获最佳网络人气奖冠军，蔡秋、吴燕丽分别获得亚
军、季军；张燕获得最佳形象奖冠军，刘晓婷、李思
思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最佳人气奖和最佳形象
奖的冠、亚、季军获奖者，分别获得价值38888元、
28888元、18888元的婚庆服务礼包。

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婚庆文化作
为旅游行业新生业态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此
次活动，澄迈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
结合澄迈得天独厚的雨林探险、农家采摘、海边冲
浪、游艇海钓等旅游资源，推出多款个性化婚纱旅
拍线路和内容，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打造澄迈
时尚婚庆产业品牌。

澄迈深化纪检监察机关
规范化建设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张晓仪 肖虹）日前，澄迈县纪委监委印发《2019
年县纪委监委深化规范化建设重点工作任务清
单》，健全内控机制，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法治
化、规范化水平。

据了解，此次深化规范化建设重点工作主要
围绕领导决策规范化、业务运行规范化、执纪执法
行为规范化、机关管理规范化、队伍建设规范化等
5个方面，明确14项主要任务、62条具体措施，着
力构建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纪检监察工作体系，
确保权力运行既规范有序又顺畅高效。

在总结近年来工作实践基础上，澄迈县纪委
监委查找业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采取制定实施
监督执纪监察工作制度及配套文件等有效措施加
以解决。同时，澄迈修订纪检监察干部廉政档案
管理办法，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筹备召开全县纪
检监察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以案为鉴，不断构筑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刀刃向内，对执纪违纪、
执法违法的行为坚决查处，失职失责的严肃问责。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澄迈县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深化规范化建设，以制
度的刚性约束推动工作始终在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上运行，才能在执纪执法时确保手里权力不越轨
跑偏，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记者李
佳飞 见习记者余小艳）为切实加强
对驻村第一书记、贫困村驻村工作
队、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日常管理，澄
迈县日前建立健全县领导包点联
系、组织部分片联系、现场督查暗
访、电话视频查访的“双联双查”工
作机制，督促驻村干部更好地发挥

“生力军”作用，确保全县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建立双联机制，协调解决问

题。澄迈要求每个县领导负责包点
联系一个乡镇的所有驻村工作队，
每周组织工作队召开一次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推进会，指导帮助各个
工作队解决在跑办项目、争取资金、
落实政策中遇到的难题。县委组织
部部务会成员带领分管科室对全县
154支工作队进行全覆盖联系指导，
重点落实“五个一”任务，每季度至
少进行一次现场指导，挖掘和培养
一批先进典型，每季度至少开展一

轮谈心谈话，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
督导检查，指导建立一套台账。

建立双查机制，督促履职尽责。
澄迈出台相关规定，每星期由县乡村
振兴工作队管理办公室统一安排，从
成员单位抽调专人组成督查暗访小
组，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接进村
的方式，对工作队履职尽责情况进行
暗访，及时反馈问题、限期整改，对问题
严重的进行通报批评和约谈，形成“督
查—通报—整改”的循环工作机制。

澄迈警方悬赏抓捕
王维挺等犯罪嫌疑人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记
者余小艳）近日，澄迈县公安局发布通告，公开悬
赏抓捕在逃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王维挺等。

通告称，近日，澄迈县公安局成功侦破文昌市
蓬莱镇以王维挺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案件，
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活动。现澄迈县公安局公开悬赏抓捕在
逃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希望知情群众积极提供
有效线索。公安机关做出如下承诺：严格保密举
报人信息，依据《海南省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
索奖励办法（试行）》兑现奖励，对举报线索协助抓
获在逃犯罪嫌疑人王维挺的，奖励6万元；对举报
线索协助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韩文元、张熙棋、姚
华枕的，奖励4万元。对窝藏、包庇逃犯的，或打
击报复举报人的，坚决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在逃犯罪嫌疑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依
法给予从宽处理。

澄迈强化农村工作督导

以“双联双查”促驻村工作责任压实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见习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一个青柚，最高价卖到 398
元！这有点不可思议，但在澄迈县
金江镇善井村发展蜜柚种植的安
烁宇夫妇实实在在做到了。

8月14日中午，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位于善井村的洪安农场蜜柚
种植基地，基地主人安烁宇和妻子
黄晓玲正在果园里忙着收获第一
批成熟的柚子，新鲜采摘的青柚经
分级、筛选后，有的两个一组装箱，
有的单个装箱，每箱售价398元。

“这么高的价格，真的有人买
吗？”记者忍不住问道。

“有啊！我们的产品现在供不
应求呢。去年开始，已经出口加拿
大。现在的烦恼是产品的量还远远
不够市场需求。”黄晓玲笑着解释。

如今，这对“柚子夫妇”创业可
谓成功。但外人所不知的是，这背
后是永不放弃的执着和追求。

澄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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