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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本院依据(2019)琼9023执387号执行裁定书,于2019年10月30

日查封了被执行人朱康飞、吴仙娟如下财产:

查封期限从2019年10月30日至2022年10月29日。在上述
期限内，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
碍执行的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若对上述查封的财产有异议，请于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向
本院提出，异议期限届满之后，本院将依法启动评估拍卖程序。

特此公告。
二O 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编号

1

财产名称
被执行人朱康飞、吴仙娟的自建
房屋(一栋三层楼房，总面积约为
504平方米，无不动产权证书)

地址、证号及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三江镇三江互通高速
路口出口约150米处

数量

1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控规DA02-18-01C、DA02-18-01D、
DA02-19-04和DA02-19-01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
且用地规划性质为服务型公寓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4/
B11)、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29/B11），均属房地产
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旅馆用地及商务金融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
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出让控制指标。以
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签订《挂
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取得
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
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
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
目建设鼓励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4.本次出让宗地
项目建成后，总部建筑（控规DA02-19-01地块）自持比例不低于用
地总计容面积的30%。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规划发展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
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并在三亚注册结算区域总部。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需自2013年起连
续五年入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需在国内开发并持有总建筑面积
超过10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须提交房地产证复印件并盖章），并获
得不少于10次的ICSC中国购物中心大奖。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
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参照《三亚东岸单元迎宾路
总部核心启动区项目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的相关要
求开发建设，5年内在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启动区总
投资额不低于人民币60亿元。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
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
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
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
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
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98308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
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

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其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
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
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限不得超过合同签
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50%。逾期
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竞
得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11 月 9 日至
2019年 12月 6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
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
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
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
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 月 6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12 月 6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
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9年 11 月 29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10 日10时3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
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
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
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
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
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
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
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
价。（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规定缴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8日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39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
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
一交易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
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
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
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
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
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
元控规DA02-18-01C、DA02-18-01D、DA02-19-04和DA02-
19-01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63291.06平方米（海
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63253.11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
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具体情况如下：1.控规DA02-18-01C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0354.0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
面积10347.88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服务型公寓混合零售商业用
地（用地代码：B14/B11），零售商业与公寓用地兼容比例2:8，容积率
≤3.5，建筑高度≤80 米，建筑密度≤40%，绿地率≥35%。2. 控规
DA02-18-01D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0939.90平
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0933.31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服务
型公寓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4/B11），零售商业与公寓用

地兼容比例2:8，容积率≤3.5，建筑高度≤80米，建筑密度≤40%，绿地
率≥35%。3.控规DA02-19-04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
积10061.3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0055.29平方米），规划用
地性质为服务型公寓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4/B11），零售
商业与公寓用地兼容比例3:7，容积率≤3.5，建筑高度≤80米，建筑密
度≤40%，绿地率≥35%。4.控规DA02-19-01地块，CGCS2000国
家大地坐标系面积31935.7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1916.63
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
B29/B11），零售商业与其他商务用地兼容比例4:6,容积率≤6.0，建
筑高度≤200米，建筑密度≤45%(鉴于该地块将建设大型商业综合体，
建筑密度可结合具体建筑设计方案进一步确定)，绿地率≥25%。
2019年9月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三亚市东岸单元（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控规DA2-18-01C、DA2-18-01D等地块用地
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
元控规DA02-18-01C、DA02-18-01D、DA02-19-04和DA02-
19-01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
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
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
地材料现存于吉阳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
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
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
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经核查，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控规编号

DA02-18-01C

DA02-18-01D

DA02-19-04

DA02-19-01

合计

土地面积
（m2）

10354.05

10939.90

10061.35

31935.76

63291.06
备注：1.控规DA02-18-01C、DA02-18-01D、DA02-19-04和DA02-19-01地块车位数均为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2.控规DA02-18-01C、DA02-18-

01D、DA02-19-04地块可结合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综合确定建筑退线。3.控规DA02-19-01地块可结合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综合确定裙房高度。4.控规DA02-19-
01、DA02-18-01C、DA02-18-01D、DA02-19-04地块应设置三层（部分两层）地下室，地下一层标高与周边地块保持一致，需预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联络线，地
下商业可进行整体统筹设计；同时，以上四个地块中的人防布置可进行内部平衡，统一设计。5.其他设计要点参考《三亚东岸单元迎宾路总部核心启动区项目区域
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遵照分图则。

用地规划性质

服务型公寓混合零售商业
用地（用地代码：B14/B11）
服务型公寓混合零售商业
用地（用地代码：B14/B11）
服务型公寓混合零售商业
用地（用地代码：B14/B11）
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
地（用地代码：B29/B11）

/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混合旅馆
用地（兼容比例2:8）
零售商业用地混合旅馆
用地（兼容比例2:8）
零售商业用地混合旅馆
用地（兼容比例3:7）
零售商业用地混合商务
金融用地（兼容比例4:6）

/

使用年限
（年）

40

40

40

40

/

容积率

≤3.5
≤3.5
≤3.5
≤6.0
/

建筑高度（m）

≤80
≤80
≤80
≤200
/

建筑密度（%）

≤40
≤40
≤40
≤45
/

绿地率（%）

≥35
≥35
≥35
≥25
/

评估单价
（元/m2）

25585

25585

25911

26082

/

评估总价
（万元）

26490.8370

27989.7342

26069.9640

83294.8492

163845.3844

规划指标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11月8日，省扫黑办召开全省扫黑除
恶百日追逃行动部署视频会，传达全
国扫黑除恶百日追逃专项行动部署
会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决定，从即日起
至2020年1月31日，组织开展全省
扫黑除恶百日追逃行动。

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开展好百日追逃
行动，迅速掀起深挖根治高潮，全力
以赴将黑恶在逃人员“一网打尽”，特
别是全国扫黑办通报的我省37名黑

恶在逃目标人员，要穷尽一切手段，
力争在行动结束前将我省37名黑恶
在逃目标人员全部抓捕到案。

会议要求，要把追逃行动与查缉
抓捕相结合，组织精干力量，创新方

法手段，精准梳理研判，确保“一网打
尽、除恶务尽”。要把追逃行动与破
案攻坚相结合，推动“打伞破网”“打
财断血”与案件办理同步推进，彻底
把黑恶势力及其背后“保护伞”“利益

链”扫荡干净。要把追逃行动与事前
防逃相结合，坚持关口前移，及时对
涉案人员启动防逃管理机制，发挥我
省海岛型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优势，
严格执行防逃程序，使其插翅难飞。

我省部署扫黑除恶百日追逃行动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海南日报记者从11月8日省公安厅
召开的海南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
履职尽责，重拳扫黑、铁腕除恶、强力
治乱，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截至
10月31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黑
恶犯罪团伙232个，其中黑社会性质
组织32个、恶势力犯罪团伙200个，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385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3469名，缴获各类枪支65
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

人民币约59.04亿余元。中央督导
整改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黑
恶犯罪团伙62个，其中黑社会性质
组织8个、恶势力犯罪团伙54个，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人民币
约14.64亿余元。

全省公安机关今年以专案攻坚
为载体，以落实中央督导整改为契
机，坚持问题导向，主要采取以下举
措，持续对黑恶势力发起强大攻
势。深入开展追捕涉黑涉恶在逃人
员专项行动。省公安厅高位谋划，
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三个月
的追捕涉黑涉恶在逃人员专项行

动，对166名涉黑涉恶逃犯开展集
中追捕。深入开展“打财断血”专项
行动。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
财断血”专项行动，对2018年8月至
2019年 5月侦办的90起涉黑涉恶
案件逐案过筛、重新深挖，新增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人民币
2.85亿元。在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案件时，坚持做到抓捕涉案人员
与清查涉案财产同步进行、深挖犯
罪线索与深挖利益链条同向发力，
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斩断黑恶
势力经济“命门”。中央督导整改以
来，全省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14.64 亿余元。深入开展“打伞破
网”专项行动。加强同纪检监察部
门协同配合，健全完善线索双向移
送反馈机制。对重大黑恶犯罪案
件，及时邀请纪检监察部门提前介
入，成立双专班。深挖彻查每起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背后的“保护伞”

“关系网”，重点对2018年以来办结
的涉黑涉恶案件和正在办理的黑恶
案件逐一过筛，把扫黑除恶与反腐
败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扫黑除
恶与打击“保护伞”同向发力、同步
推进。省公安厅采取挂牌督办、提
级侦办、异地用警、异地羁押等措施

开展专案攻坚、深挖打击。截至目
前，先后挂牌督办20起涉黑案件，
全部破获。持续严厉打击“三霸”，
针对群众反映的“砂霸”“菜霸”“运
霸”违法犯罪问题，全省公安机关以

“零容忍”的态度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持续重点打击整治蔬菜流通、河
砂开采、道路运输领域违法犯罪活
动。强力整治电信网络诈骗，对儋
州、东方两个全国重点地区进行专项
整治，连续开展“摘帽”“蓝天”系列集
中收网行动，儋州、东方两个重点地
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得到了有效
遏制。

铁腕除恶 强力治乱

我省重拳打掉232个黑恶团伙

《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新书发布

以数字化视角
推动“更路簿”创新研究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高宁）11月8日下午，由海南出版社主办，海南大
学人文社科处、更路簿研究中心、海南大学图书馆
协办的《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新书发布暨学
术交流会在海南大学图书馆举办。

发布会上，海南大学、海南出版社等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一书的出
版、发行等情况。与会专家学者对《南海“更路簿”
数字化诠释》的内容及数字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
法进行了解读，高度肯定了该书的学术研究价值。

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高之国表示，该书作者
李文化提出的数字化研究方法开拓和提升了南海

“更路簿”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为南海“更路簿”综
合、系统、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
法，在“更路簿学”学科研究体系建设方面迈出了
坚实一步。

海南大学教授、学者周伟民认为，作者根据更
路数字化结果用计算机绘制航路图，是“更路簿”
研究历史上最全面、准确、清晰的第三张“更路
图”，学术贡献显著。

本书作者李文化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并在其
后的学术交流环节详细介绍了“更路簿”数字化研
究方法。

《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近日已由海南出
版社出版发行，全省各大书店有售。

2019全国重点网媒走进海南采访活动结束

把海南好故事讲给世界听

本报三亚11月8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李文粹）11月8日，2019全国重点网媒走进
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大型采访活动在三亚结
束。在一周的时间里，来自全国60多家重点新闻
媒体的代表从海口出发，先后走进临高、五指山、
陵水、三亚等地，见证海南的新动态、新变化。

当悠扬的歌声在临高县文化艺术中心响起，
采访团成员现场学起渔歌“哩哩美”和特色木偶戏，
沉浸感受“非遗+旅游”魅力；当欢乐的笑声在五指
山市毛道村传递，采访团成员积极参加百香果主题
趣味互动，亲自领略“乡村+旅游”内涵；当阵阵惊呼
在天涯海角起伏，采访团成员乘坐游艇体验乘风破
浪的刺激，切身领会“体育+旅游”乐趣；当连连赞叹
从三亚·亚特兰蒂斯传出，“即刻浸入，未历之境”的
度假体验让采访团见证三亚旅游3.0版本的到来。

收获了一个个好故事，采访团发挥各自本领、
借助不同平台把故事讲给世界听。红网记者王进
文通过Vlog短视频形式，形象生动传递海南新
变化；青岛新闻网记者张进刚不仅拍摄了大量高
清美图，而且还积极向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平台推
送；中国日报英文记者曹梓楠结合优势，刊发了一
篇篇英文原创报道……活动期间，采访团充分利
用新媒体互动优势，以专题、新闻、图片、视频、微
信、微博、客户端、抖音等多媒体形态各施所长，截
至11月8日18时，本次网媒行活动共刊发摄影、
文字、视频等新闻稿件达4600余篇，活动官方网
站PV浏览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

活动由省委网信办、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承办。

◀上接A01版
“譬如我们会为改厕的村民申请

补助，或是尽可能地提供沙石等建筑
材料。”在李飞龙看来，群众反映的诉
求往往并不大，但每一次兑现，都能进
一步加深他们对党员干部的信任与支
持。截至目前，毛路村共征集认领群
众“微心愿”“急需求”52件，实现34
件，另有18件正逐步完成。

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
实事来打动群众、说服群众，“心愿墙”
成为毛路村党组织不忘初心为民服务
的有效载体。而与“心愿墙”相邻的一
面面红旗，则如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
承诺，诠释着党员干部们牢记使命的
责任担当。

“王文海，承诺履行村民监督委
员会主任职责”“王进成，承诺积极
下村宣传护林防火工作”……海南
日报记者注意到，每一面红旗里都
标注着一名党员的名字及其所承诺
的事项，包括脱贫攻坚、发展产业、
带头致富、弘扬优良家风、推动移风
易俗等。

毛路村党支部书记王忠介绍，该
村面向全体党员开展“承诺践诺”“志
愿服务”等活动，要求每名党员结合自
身实际，做出1到2个承诺事项，同时

依托每月开展的“主题党课”，组织全
体党员在环境卫生整治、治安巡逻等
志愿服务活动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构建起一支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
命的党员“先锋队”。

类似于毛路村的故事，如今在五
指山的各基层党组织并不鲜见。“以每
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各基
层党支部结合脱贫攻坚、厕所革命和
人居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组织开展

‘党员践诺当先锋’‘党员服务做表率’
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双
促进、共提高。”五指山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黎伟珠表示。

“改”字贯始终，党员有作为

因党员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
不高、作用发挥不明显，位于毛阳镇北
部的毛栈村曾是当地有名的软弱涣散
村。2016年7月，王胜担任毛栈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第一件事便
是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
方向和改进措施。

“种苦瓜是村里的老传统了，可过
去村民们没销路，效益一直上不去。”
考虑到一家一户式的种植模式难以形
成有效的竞争力，王胜最终决定从统
一种植、管护、采收和销售等环节入
手，吸纳160余户村民抱团发展订单
农业。

“王支书帮我们联系了广州、汕头
等地的瓜菜批发市场，现在我们的苦
瓜都是整车整车运出岛，根本不愁销
路。”毛栈村村民王生业告诉记者，去
年他靠着3亩苦瓜净赚3万多元，如
今他正琢磨着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不止于毛栈村，番阳镇番阳村、毛
道乡毛道村等村庄也纷纷打破“一亩
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开始带领村民们
发展百香果、雪茄烟叶种植等产业，通
过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将

“初心”和“使命”融入脱贫攻坚工作，
用工作实绩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成效如何？一组数据可以直接反
映——截至今年9月底，五指山市累
计脱贫5945户 22003人，22个贫困
村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降至1.3%。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五指山还下决心

解决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胜任
问题及不落实、慢落实、落实不力等问
题，确保将“改”字贯穿始终。

啃下硬骨头，“懒汉”变勤快

整天抱着酒瓶子喝得醉醺醺，睡
到日上三竿也不愿起来……在五指山
市南圣镇牙南村，黄文明曾是出了名
的“懒汉”。“我现在天天忙着种瓜菜，
忙得很！”11月7日下午，记者到访牙
南村时，黄文明正弯着身子在村里的
树仔菜合作社里忙活着。

懒惯了的黄文明，如今为啥干劲
足？这一切，还得从一支乡村振兴工
作队的到来说起。

今年2月，韩彦华被派驻至牙南
村担任乡村振兴工作队长、驻村第一
书记，刚刚放下行李，他便开始走村入
户。“大中午的，就看到他一个人盯着
酒杯发呆，家里全是垃圾和酒瓶。”回
忆起初次见到黄文明时的场景，韩彦
华至今记忆犹新。他心里清楚，这是
碰上了“硬骨头”。

和队员们商议一番后，韩彦华决

定专挑吃饭时间，派人到黄文明的家
中做思想工作，动员他发展产业。

几个回合下来，黄文明出门务工。
“还别说，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喝酒

了，人也精神多了。”黄文明告诉记者，
如今他在村里的树仔菜合作社工作，
按照每天80元的工钱来算，一个月至
少能领两千多元的工资。

酒越喝越少，活越干越有劲，类似
于黄文明的转变并非个例。

家住毛阳镇牙力村的王永理原先
好吃懒做，经常到邻居家蹭饭，如今自
己动手发展起瓜菜、菠萝种植等产业；
畅好乡畅好村村民陈阳曾经住在破旧
瓦房里消极度日，搬进新房后，开始主
动发展朝天椒、树仔菜、青菜、玉米、槟
榔等产业……

“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五指山层层压实脱贫攻坚工作责
任，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学以致用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在
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看来，主题教
育的成果，最终是要在落实环节去检
验、去提升，五指山着力解决好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正以实实在
在的帮扶行动赢得人心。

（本报五指山11月8日电）

“小堡垒”发挥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