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才荟

澄迈新发展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陈海冰B06

■■■■■ ■■■■■ ■■■■■

澄迈法院推进行政案件
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改革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为破解行政诉讼“立
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维护司法公正，提高
司法公信力，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海南
自贸港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澄
迈法院采取四项措施推进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
异地管辖改革。

首先，澄迈法院加强组织领导，组织全院干警
学习省高院改革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展行政案
件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改革的深远影响和对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意义，形成思想理论认同，并制
定具体实施细则，确保改革能够逐项贯彻落实。

同时，澄迈法院充实行政审判力量。根据省
高院关于配齐配强行政审判队伍的要求以及充分
考虑到目前行政审判庭缺少法官助理无法配齐审
判团队的现状，，澄迈法院将一名刚取得法律职业
资格的干警及时调整到行政庭任法官助理，充实
行政审判力量，提升行政审判司法能力，更好地实
现改革的要求和目的。

此外，澄迈法院主动沟通协调，积极向澄迈县
委、人大、政府汇报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的精神
和工作要求，争取县委、人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支持，并组织人员赴属地定安法院调研学习，了解
属地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情况，争取工作主动。

“五一”假期澄迈共接待旅游人数8.56万人次

游美丽乡村 品特色美食

“采摘新鲜荔枝，体验
骑马喂羊，逛古村古街，最
后一站再品一次咖啡，这
一趟玩得值，有空再来！”5
月5日下午，结束为期两
天乡村旅游的林晓东带着
妻子、孩子，在澄迈县大丰
镇福丰咖啡山庄稍作休息
后，准备返回海口的家中。

“五一”小长假，像林
晓东一样在澄迈体验乡村
游的旅客不少。据澄迈县
旅文局统计，5月1日至5
日，澄迈县共接待旅游人
数8.56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2506.32万元，其
中乡村旅游点接待人数
8.24万人次，约占该县旅
游总人次的96%，乡村旅
游收入2149.7万元，约占
该 县 旅 游 总 收 入 的
86%。近距离的乡村旅
游成为游客首选，各乡村
旅游点举办形式多样的休
闲活动，为澄迈旅游带来
更多生机。

“喂小羊啦！”5月5日上午，在
澄迈县永发镇博厚村福羊文化体验
园，10余个小朋友在草丛边、竹林
下、菜圃地追赶、喂养山羊。孩子们
的欢笑声与山羊“咩咩”叫声交融，
既欢乐又充满童趣。

“摸摸羊角，感受一下。”来自

澄迈县金江镇的游客符丽梅一手
拉着女儿，一手抚摸着山羊角，引
导孩子认识山羊。“带孩子来认识
大自然，边学边玩。”符丽梅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临近中午时分，来福羊文化体
验园游客依旧一波又一波。福羊文

化体验园负责人吴一凡安排游客挤
羊奶、喂羊、骑马。“前几天人更多，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在控制入园人
数的情况下，每天有200多人来玩。”
吴一凡说，游客大多数为一家人自
驾而来，体验与动物们亲近的乐趣。

福山镇保良村同样热闹。游客

在村里体验咖啡摘、晒、盅、筛、选、
炒、磨、冲的制作过程；拿起旧报纸、
竹条，亲手制作风筝，在田间尽情奔
跑、放飞。“孩子玩得开心，我也很高
兴。”游客邹先生拿出手机录制视
频，记录孩子动手制作风筝的美好
时刻。

得益于农家乐、乡村旅游点深
受游客欢迎，澄迈旅游消费回升。

“五一”期间，澄迈酒店民宿入住率
均有较大幅度回升。

“烧烤来喽！”5月4日晚，在澄
迈县大丰镇福丰咖啡山庄，来自海
口一家琴社的学员们在体验自助烧

烤，品尝澄迈美食。
“我们喜爱乡村，白天对着大自

然琴棋书画，晚上品当地特色美
食。”琴社成员陈建明说，福丰咖啡
山庄与澄迈村里吧吧合作，联合推
出“澄迈一桌菜”，包含白莲鹅、加乐
黑豆腐、桥头地瓜、大茂酸菜、慧牛

牛肉、永发福羊等十多道代表澄迈
特色的美食。

“五一”期间，福山咖啡馆、侯臣
咖啡文化村、福丰咖啡馆、才存咖啡
馆、迈山咖啡馆等前来喝咖啡的游客
络绎不绝，出现久违的满座。除了咖
啡，福山片区水果采摘同样受热捧。

“从4月30日开始，每天要接
上百个电话，都是预约采摘荔枝
的。”福山镇侯臣采摘园负责人蔡汝
群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荔枝园原
本定于5月11日正式开园采摘，但
是为满足一部分游客需要，目前接
受预约入园，每天约有200人入园。

游客“五一”玩得开心，前提是
安全。“五一”期间，澄迈未出现旅
游安全事件，旅游市场秩序平稳
有序。

据了解，4月30日，澄迈县在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举办旅游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景区安全事故
等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澄迈24家

有关部门及景区（点）负责人参加。
“应急演练从游客进场到发热

病人处置方式，给景区尤其我们的
乡村旅游点很好的指导，让我们熟
悉了疫情应急处置的内容和流
程。”澄迈县桥头镇红坎岭陶艺园
负责人崔杨鹤说，“五一”假期，该
景点结合实际情况，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
不仅红坎岭陶艺园，澄迈各旅

游景区都根据各自最大游客承载
量的30%限制游客数量，并根据情
况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此外，各景
区入口均设置了体温检测员，要求
体温正常游客扫地点码方可进入。

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各景点尤其是“五一”期间采
取门票减免政策景区提前发出风
险提示。各景区通过即时通讯工
具、手机客户端、景区官网、电话预
约等多种线上渠道，执行旅游景点
分时段预约制度，引导游客间隔入
园，错峰旅游。

（本报金江5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郭翰林

人生病了，会走进医院看医生，如
果消防器材“生病”了，又怎么办？答
案就是找消防装备技师。

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澄迈大队，就
有这么一位特殊“医生”，他负责维护、
管理消防装备，对队里10辆消防车、
8000余件消防器材的参数、性能了如
指掌。他叫吴炳银，曾被公安部消防
救援局评为“优秀装备技师”，刚过去
的4月，吴炳银又荣获“南海工匠”称
号。5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澄迈
县老城消防救援特勤站，了解这位“医
生”的工作。

举高喷射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
车、泡沫消防车……在消防救援特勤

站，一辆辆庞大的消防车整齐排列。
附近的消防器材架上，摆放着各式各
样的防护装备。如今42岁的吴炳银，
对眼前的这些消防装备如数家珍，这
都是他日常维护、管理的对象。

“老班长爱钻研，光听装备发动的
声音，看车运行状态就能判断哪里出
了问题，还都能维修好，不得不佩服。”
说起吴炳银的专业能力，与其共事5
年的澄迈县老城消防救援特勤站指导
员孙睿赞不绝口。从小爱钻研器械的
吴炳银18岁时，当了消防兵，从事消
防装备维修保养和消防特种车驾驶工
作，一坚持就是24年。多年来，队里
每年经吴炳银维修、排除故障的车辆
和各类消防装备多达500多件，为队
里节约近百万元维修经费。

专业的背后是吴炳银对技术的默
默钻研与较劲。消防装备更新升级
快，且大多数为进口装备，往往只有英
文说明书。没有系统学习英语的吴炳
银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上网查询，或向
装备生产厂家咨询，或捧着单词书，对
照着英文说明书逐词逐句翻译，直到
对每件新装备弄懂学透。不仅如此，
细心的吴炳银把队中所有的使用手册
制成装备档案、器材手册、装备卡片，
为其他消防队员学习装备结构和操作

使用提供了方便。
在吴炳银看来，必须熟悉每样消

防器材的性能和参数，能够回答战友
关于器材的任何疑问，因为只有这样，
关键时刻才能不掉链子，最大限度地
保障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多次实践证明，吴炳银过硬的业
务水平，为战友实施救援提供了有力
支撑。

2018年，澄迈邻县一家木材厂发
生火灾，吴炳银随同队友紧急增援。
当时出于灾情实情考虑，消防队采用
泡沫灭火方式处置。然而，消防车的
泡沫枪（炮）在出泡沫时，只能产出低
倍数泡沫，即泡沫仅约为水的7倍，水
占比例过重，泡沫效能低。此外，起火
木材厂地理位置偏僻，水、泡沫液保障
困难，使得火灾扑救比较困难。

那次任务之后，吴炳银开始思考
提升消防车产出泡沫的方法，让最少
的水、泡沫液能发挥最大效能。在弄
懂泡沫发生器的原理之后，吴炳银一
个人反复实验，研发出一种新型泡沫
发生器，代替原配发泡管。经过一年
多的时间，吴炳银研发的泡沫发生器
让发泡倍数由最初的7倍，提升至目
前的约40倍，大大提升了泡沫灭火效
能。近年来，吴炳银利用海南省消防

救援总队“小发明、小革新、小创造”活
动平台，研发了“电控式分水器”“高喷
式泡沫发生器”，分别获得了国家专利
和消防救援局的表彰。

由于实用性强，灭火效能好，“高喷
式泡沫发生器”已经在全省消防救援站
推广使用，成为当前处置石油化工灾害
事故的利器，还可以根据各类消防车载
式和移动式消防炮的发泡管连接方式，
加工制成各类接头，适应各类消防车。

战友们对吴炳银的工作态度和成
绩十分赞同。澄迈消防大队副大队长
崔建军说：“他技能过硬，每年参加全
省消防装备巡检、验收，连续多年在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消防安全保卫工作中
提供装备技术保障，还多次给全省消
防救援队伍装备技师、举高车驾驶员
开展专题培训，为全省消防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保障和人才支持。”

（本报金江5月7日电)

澄迈开展两新组织
党组织活力考核评比

本报金江5月7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林海丹）海南日报记者5月7日从澄迈县委组织
部获悉，日前，澄迈县制定《2019年澄迈县两新组
织党组织活力等级考核评比实施方案》，并成立6
个审核评定工作组对该县两新组织党组织开展活
力等级考核评比工作。

本次考核评比工作根据各两新组织党组织
2019年以来在班子建设、党员管理、落实组织生活
制度、机制保障、作用发挥等5个方面的落实情况
进行考核，采取各党（工）委自查评定和澄迈县委组
织部审核评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力等级根据
评分情况，从低分至高分设1A至5A五个档次。

据了解，开展两新组织党组织活力等级考核
评比工作是澄迈县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创新
性举措。自2018年开展以来，澄迈县评选出了一
批具有活力、战斗堡垒作用较为突出的两新组织
党组织，进一步激发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工作活力
和激情，促进澄迈县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实现从建
起来到“活”起来的跨越。

此次考核评比工作结束后，澄迈县委组织部
将充分运用考核评比结果，对获得3A活力等级
以上的党组织，在党建工作经费和党组织书记津
贴方面实施奖励；对获得4A活力等级以上的党
组织，党组织和党组织书记优先推荐参加各项评
优评先，纳入典型宣传，树立榜样标杆。

老城镇依法拆除
2处违法建筑

本报金江5月7日电 （记者余小艳）5月 6
日，澄迈县老城镇政府联合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等相关单位，对老城镇玉堂村美俗村民小组的
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

据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统计，当天，拆违行
动出动人员共125人次，大型拆除工程机械4台
（炮机），涉及违法图斑2个，共计拆除违法建筑面
积5752.06平方米。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加大“两违”整治力度，对违建采取“零容忍”
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把偷建抢建
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达到“拆除一处，震慑一片，
教育一方”的目的。

澄迈围绕四大青春主题
将开展系列活动

本报金江5月7日电（记者余小艳）海南日
报记者5月7日从共青团澄迈县委获悉，今年5月
至12月，澄迈县将围绕“青春励志”“青春创业”

“青春奉献”“青春声音”四大主题，开展“青春建功
自贸港，奋发海南新作为”澄迈共青团纪念五四运
动101周年暨中国共青团成立98周年系列活动。

“青春励志”主题包含7类，分别为制作特色
五四主题宣传海报、视频；强化榜样带动，大力推
树宣传青少年身边典型；强化仪式感召，集中开
展“青春建功自贸港 奋发海南新作为”特别主题
团日活动；开展“我为自贸港作贡献”参观廉政教
育基地主题团日活动；开展“double诵”英语有声
阅读活动；开展“我的共青岁月”—新老团干部座
谈会；举办“青春·向上”澄迈共青团系统文化提升
活动。

“青春创业”主题包含3类活动，分别为组建
青年就业创业导师团；举办青年创业培训班；组织
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技能大赛、创业大赛、海
南青年电子商务大赛等三大赛事活动。

“青春奉献”主题包含5类活动，分别为开展
关爱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助推脱贫攻坚系列志愿
服务活动；实施美好家园建设志愿服务行动；助推

“创文巩卫”志愿服务行动；助力“禁毒三年大会
战”志愿服务行动。

“青春声音”主题包含6类活动，分别为开展
“show出海南”抖音短视频大赛活动；开展“青年
大学习”线上学习活动；争当“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贡献澄迈力量”代言人活动；精心创作主题文化产
品；开展“唱红歌·看红色影视”活动；开展“举团
旗、戴团徽、唱团歌、传视频”活动。

澄迈“南海工匠”吴炳银对8000余件消防装备性能了如指掌

听音能断“病因”动手能搞革新

严抓防控 保障安全

品特色美食 消费回升

乡村体验游 边玩边学

➡ 5月5日，一对父子在澄迈县福山镇侯臣荔枝采摘
园采摘荔枝。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5月6日，澄迈县消防救援大队“南海工匠”吴炳银在进行消防车辆设备保
养与维护。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 5月5日，游客在澄迈县牧流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体验挤羊奶。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开栏的话

为了挖掘澄迈的“南海英
才”“南海工匠”“南海乡土人
才”系列故事，展示澄迈人才
风采，本版今起开设“澄才荟”
专栏，敬请读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