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芋头来5斤，再拿一
瓶蜂蜜。”5月16日上午，
在澄迈县仁兴镇举办的消
费扶贫集市上，不少顾客
围在澄迈县仁兴镇美厚村
村民张太富的摊位前抢
购。不到半小时，张太富
摊位上的30斤芋头、7瓶
蜂蜜、20瓶酸菜被抢购一
空。

张太富一家在 2014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近些年在当地政府及
帮扶责任人的帮扶鼓励
下，种芋头、腌制酸菜、养
蜜蜂，顺利脱贫。

“没发展种养产业之
前，总担心做不好，产品没
销路，其实这些顾虑是多
余的。”张太富边收拾空竹
筐，边高兴地向海南日报
记者说，一直以来，政府采
取多种方式帮助实现产销
精准对接，因此所有顾虑
一扫而空。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澄迈县因地制宜创新
探索，搭建平台，开展消费
扶贫集市；网络直播带货，
实现产销对接；成立扶贫
合作社，提供产销一站式
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消费扶
贫模式，让贫困户的特色
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帮
助贫困群众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竞争优势、资金优势，
促进贫困人口稳步增收。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于亚楠

扶持产业带头人建立合作社，
是澄迈县帮助农户实现产销对接的
另一有效途径。

“现在市场好起来，不用愁，但
是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鸡大量存
栏，幸好有合作社帮忙销售才避免
过多损失。”澄迈县永发镇道吉村养
殖户唐鹏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其

所在合作社是澄迈衍旭种养专业合
作社，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积极想
办法，通过与当地村居委会，海口、
澄迈金江等小区对接，以微信接龙
方式接订单，为合作农户寻找销售
渠道。

澄迈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衍旭介绍，该合作社采用“基

地+合作社”模式，打造澄迈“永灵福
鸡”养殖产业扶贫项目，获政府贫困
户协议投资资金支持。长期以来，
基地为农户提供养殖技术、销售渠
道、启动资金等，已直接带动80名农
户参与养殖，共建立40个养殖场，存
栏鸡量已达40万只，月销售鸡量达
10万只，每月销售额维持在300万

元左右，一站式的服务支持为每个
合作养殖场增收7.5万元至15万元，
大大提高参与农户的收入。

黄衍旭说，目前市场逐渐回温，下
一步要一手抓产业发展，一手抓销售，
保质保量供应市场，带动更多农户参
与养殖。

（本报金江5月21日电）

建合作社——一站式服务，企业农户双获益

推动消费扶贫是实施精准扶
贫、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
要一环。最近兴起的直播带货，使
农产品与市场得到有效对接。

近一周以来，澄迈连续开展多

场直播带货农产品。5月20日，大
丰镇果农网红产业直播基地在大丰
生态荔枝园正式揭牌成立。大丰镇
干部变身“网红”，通过直播平台带
货，向网民推介大丰妃子笑荔枝。

活动现场还组织了10多名网红同步
直播带货，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带货
600多箱。

“今年直播带货不到半个月，已
经卖出近6000箱。”大丰镇五村果

农李家贵说，上个月还在发愁即将
要成熟的荔枝没有销路，通过近期
举办的几场直播带货活动，突然让
他的产品销量比往年还火热，供不
应求。

直播带货——产销对接，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5月 16日，在澄迈县仁兴镇消
费扶贫活动现场，来自省社会保险
服务中心的10多名职工拎着大包
小包采购的“战利品”，在现场合影
留念。

“农村的食材健康又新鲜，我们
既能提前向农户电话预订，也可以

现场购买，在满足单位职工需求的
同时，也能帮助贫困户增收，一举两
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负责人何
先英表示，该单位定点帮扶澄迈仁
兴镇美厚村、金江镇木棉村，当天共
组织 38 人参与认购，累计消费
13000元，让澄迈县76户农户获益，

其中贫困户36户。
在澄迈县大丰镇举办的消费扶

贫活动现场，党员们凭借着大丰镇
党委统一发放的“党员奖励积分
券”，在扶贫集市上向贫困户兑换荔
枝、苦瓜、鸡、蜂蜜等农产品。大丰
镇各社区也发动群众参与进来。

不只仁兴镇和大丰镇，连日来，
澄迈各镇各部门积极搭建展销平
台，开展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发
动广大干部职工、驻点单位开展“以
购代捐”“以买代帮”，着力扩大社会
帮扶“朋友圈”，帮助贫困群众持续
增收。

政府搭台——以消费促扶贫，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5月16日，澄迈县仁兴镇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吸引不少人前来采购农产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澄迈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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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新发展

澄迈金江镇拆违“零容忍”
两次共拆除违建2900平方米

本报金江 5月 21日电 （记者余小艳）5
月 18 日上午，澄迈县金江镇政府联合县综
合执法局等相关部门依法对金江镇金江东
责任区大拉农场东侧（原澄迈县弹簧厂公
司）内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这是继5月15
日拆除部分后，再次拆违。两次共拆除违法
建筑面积约2900平方米。

据悉，本次拆除的建筑物均未报建，属于擅
自建房，经有关部门屡次劝阻后，仍不悔改，其
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澄迈金江镇政府经研究决
定予以依法强制拆除。

澄迈县金江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
持“零容忍”的态度，在违建管控工作上，加大巡
查力度，做到“早发现、快查处、严管控、狠打
击”，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决不手软，坚决将违
法建筑遏制在“萌芽”状态，确保违法建筑“零增
长”，全力维护金江镇土地和规划管理秩序。

澄迈以政府搭台、直播带货、合作社一站式服务助力农产品销售

产销对接 起来 消费扶贫 起来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水龙头轻轻一拧，水就来了，
多方便。”5月20日10时许，在澄迈
县瑞溪镇群庄村，村民唐德兴看着
自家卫生间水龙头里“哗哗”流出的
自来水，高兴地向海南日报记者介
绍。“这是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功劳，
他们一来，我们多年来的饮水难题
解决了，还给村庄带来不少改变。”
唐德兴说。

去年2月，以张天扬为队长的乡
村振兴工作队进驻群庄村之后，第

一时间入户走访村民，与村“两委”
干部座谈，调研村情，并针对村庄的
短板，制定详细工作计划，开展工
作。乡村振兴工作队了解到，群庄
村困难群众少，且自2018年开始建
设美丽乡村，自然环境好，但是各类
民生问题突出。于是，乡村振兴工
作队从一件件民生小事着手，提升
村民的幸福感。

多年来，群庄村委会龙桥村无
自来水，村民们选择自打水井，但是
不少村民自打水井水质不达标，如
遇旱季，饮水更加困难，饮用水安全

长期得不到保证。了解情况后，乡
村振兴工作队第一时间找到当地水
务部门、自来水厂协商，为群庄村拉
水管。不到半年时间，龙桥村家家
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在为村民解决饮水难题的同
时，乡村振兴工作队发现，群庄村
入村道路过窄、路面损坏严重且未
铺设下水管道，下雨天时积水严
重，车辆在此路段会车十分困难。
张天扬与村干部沟通后了解到，此
前村里已经着手准备开展路面改造
工作，但由于需要占用附近村民部

分菜地，村民不理解、不支持，使工
作开展遇到困难。

乡村振兴工作队组织村干部挨
家挨户走访，不厌其烦地向村民解
释修路的好处，终于做通了村民们
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了排水管铺
设及路面改造。同时，还利用美丽
乡村建设资金，沿着环村公路安装
了路灯。

“党员干部团结一致，拧成一股
绳，共同发力，民生问题才能一件件
顺利解决。”张天扬说，驻村以来，为
了提高村干部及全村党员们的思想

认识，乡村振兴工作队积极抓党建，
落实“三会一课”，开展民主生活会，
每月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给村
干部们上党课，还带领全村70余名
党员去琼海、定安、海口等红色革命
文化基地考察，学习当地先进党支
部的经验做法。一系列的举措，让
群庄村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
积极性悄然变化。如今在厕所改
革、脱贫攻坚、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
中，群庄村党员干部积极带头，发挥
党支部的引领作用。

（本报金江5月21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郭翰林

5月20日下午5时许，在位于澄
迈县桥头镇圣目村的石斑鱼养殖基
地，王美彬站在鱼池旁，专注地与学
徒探讨石斑鱼养殖技巧。在他们四
周，大大小小的鱼塘在夕阳照射下闪
闪发光。

40岁的王美彬是澄迈县桥头镇
人，自上大学起接触水产养殖，对养殖
有着浓厚兴趣。“小时候家里穷，邻居家
搞海水养殖，耳濡目染，那时就喜欢上
了养殖。”王美彬说，他在上大学时毅然
选择了水产养殖专业。

2006年，王美彬从海南大学毕
业后，应聘到陵水一家公司干深海
网箱养鱼。积累了几年的实战经验
后，王美彬从公司辞职，前往儋州海
头镇创业。他租了几口鱼塘，专注
于将鱼卵孵化至3厘米左右的小鱼，

再卖给养殖户。
王美彬发现海头镇当地渔民只

会出海捕鱼，收入不稳定，风险还
高。王美彬萌生了带动当地农户一
起养鱼的想法。于是，从拉动朋友办
家庭养殖场开始，最后发展至上千家
养殖户，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当地海
水养殖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王美
彬说起来十分自豪。

随着海头镇鱼塘租期已至，王美彬
有了回乡创业的想法。桥头镇同样靠
海，当地养虾红火。近些年，随着海虾
市场下行，养殖户纷纷转行，成片鱼塘
荒废。2017年，王美彬看准时机，在桥
头镇圣目村租下120余亩的闲置鱼塘，
继续孵化石斑鱼苗。

海南日报记者在养殖基地看到，
一望无尽的鱼塘上，孤零零矗立几座
水泥小屋。那些房子便是王美彬及
工人居住的场所。

“没有兴趣，不是真正喜欢，很
难坚持下来。”王美彬说，自创业开
始，与家人聚少离多，他的大部分时
间与鱼一同度过。每天6时起床巡
塘，开始一天的忙碌，半夜还需起床
巡塘。

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拜师学技，有
些是父母送到鱼场当学徒的，有些是来
创业的，有些是以合作方式学习经营
的。十余年来，王美彬影响并帮助至少
20名青年成功创业,现均能独立开展
水产养殖生产经营活动。

谈及下一步发展，王美彬说，希
望做工厂化养殖，同时借助桥头地瓜
名气和旅游带动作用，在养殖基地发
展休闲垂钓旅游。

（本报金江5月21日电）

澄迈开展防蚊灭蚊
预防登革热宣传活动

本报金江5月21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王家专）随着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为了做好
灭蚊工作，遏制蚊虫滋生，预防登革热。5月19
日上午，澄迈县爱卫服务中心深入加乐镇开展
防蚊灭蚊预防登革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
立咨询台、免费发放宣传资料等，向群众宣传防
蚊灭蚊知识，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工作人员
还深入加乐镇效古村，进村入户科普预防登革
热知识，指导村民及时清理屋前屋后杂草垃圾，
翻盆倒罐清理积水，消除蚊虫滋生环境，预防登
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发生。

澄迈县爱卫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宣传活动，让群众有效地了解登革热传染病
的预防知识，进一步做好夏季登革热传染病防
控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创作歌曲

听，澄迈复苏的声响
本报金江5月21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于亚楠）“越过冬夜，迎来第一缕朝阳，我的城
市，悄悄恢复了往日模样……”近日，一首由澄
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品，澄迈县融媒体中
心、澄迈水滴音乐共同提供支持的歌曲《听，澄
迈复苏的声响》传唱开来。歌曲拍摄的MV
中，展现了澄迈春暖花开、复工复产、城市复苏
的美好景象，让不少市民产生共鸣。

歌曲创作者李国协，是澄迈县中兴镇的
一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疫情期间，他随
村干部一同在防疫关卡值守，走村入户、逐
户排查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日夜守护在大
云村防疫一线，感触颇深。李国协看到了澄
迈县融媒体中心于亚楠创作的关于复工复
产的诗词，觉得词句中满是生机与活力，正
是万物复苏的体现，于是有了把诗词改编成
歌曲的想法。两人沟通后，一拍即合，共同
创作了《听，澄迈复苏的声响》这首青春之
歌。

“单位领导在歌曲创作和拍摄上提供了很
多帮助，加上整个创作团队的共同努力，才有了
这么好的呈现。”李国协说，创作过程中，还得到
了海南资深音乐人、导演蔡科文和水滴音乐创
办人陈俊宇的大力支持。

音乐完成后，澄迈复苏的声响如何用镜头
来体现？在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导的协
调帮助下，带着拍摄团队走上澄迈的大街小巷、
田间地头，用镜头记录下澄迈复苏的面貌。静
静流淌的南渡江、车水马龙的街道、热闹的体育
场……烟火重回人间，澄迈一派繁忙景象。

澄迈县纪委监委
选聘特约监察员加强监督

本报金江5月21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肖虹）5月18日，澄迈县纪委监委召开特约
监察员座谈会，通报第一季度澄迈县纪委
监委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工作
情况，对特约监察员聘任以来的工作情况
进行总结，集中听取特约监察员对县纪委
监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对下一阶段特
约监察员的工作进行部署。

据悉，澄迈县纪委监委坚持把建立特约
监察员制度作为引入外部监督的一项重要
举措，从各行各业优选聘请 7 名特约监察
员，通过邀请列席澄迈县纪委十三届五次全
会、明确特约监察员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
设置开放日等，推动特约监察员履行监督职
能，彰显纪检监察机关以开放姿态自觉接受
各方面监督的鲜明态度。

座谈会上，7名特约监察员从不同行业、不
同视角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结合所
在行业工作实际和了解到的情况，分别从加强
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加大不担当不作为监督力
度、精准问责容错纠错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澄迈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特约监
察员继续围绕监督、参谋咨询、桥梁纽带、舆论
引导“四项职责”，发挥理论优势、专业优势和联
系群众优势，对澄迈县强化政治监督保障执行、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给予指导性意见。

澄迈“南海乡土人才”王美彬返乡创业兴企富民

小鱼苗孵出大产业

瑞溪镇群庄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为村民引水修路安灯

察民情解民忧得民心

澄才荟

王美彬。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动 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