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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处处干净整洁，看不到一
点果皮纸屑，真好！”在“七一”当天，
海口市民刘敏洋跟随团队到澄迈县
文儒镇文儒村参观完革命烈士纪念
碑后，忍不住为村容村貌点赞。

文儒村是革命烈士王文儒的故
乡。几年前，这座革命老村到处杂草
丛生，遇到下雨天，村里就雨污横流。

为全面改善人居环境，两年来，
文儒村党支部与帮扶单位澄迈县农
行党支部开展村企党建“共联共建”，
由党员干部带动村民进行村庄环境
整治。

文儒村党支部与澄迈县农行党
支部多次联合开展产业二次分红、清
洁家园、疫情防控、送医下乡等主题
党日，增强党支部凝聚力。党员干部
们积极主动关注村庄建设，村内8口
废井盖换上安全盖，13盏路灯得到
维护，45户贫困户扶贫政策得到落
实。村庄完成硬化村路2.3公里，硬
化村巷7000余平方米，建设排水沟、
挡水墙，村庄实现雨污分流。

文儒村还制定村保洁员管理制
度，树立工作责任区牌，以公开监督
举报方式使保洁员履职到位，并形成

行之有效的“门前三包”责任制，村庄
人居环境变得更好了，革命老村焕发
新活力。2019年，文儒村党支部在
澄迈县“星级化”评比中被评为五星
级党支部。

近年来，澄迈县始终把“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生态环境保护
的原则，整合资源，创新载体，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由党组织牵头，结合“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大力倡导保
护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美丽乡村建设、厕所革命等工作，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热情。

今年6月起，澄迈县积极推进乡
村治理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一
核两委一会”乡村治理结构，规范“村
务协商会”建设，全面落实村（社区）
重大决策“四议两公开”，引导村民群
众有序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同时推行

“网格化+巷长制”治理模式，推动整
合党建、综治、城管等各类网格，构建
覆盖全县的党建引领城乡网格化管
理体系。

（本报金江7月2日电）

澄迈把党建与乡村旅游、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有机结合，按下城乡发展“快捷键”

强产业 富村民 美环境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陈泽雄

“李阿婆，来领鸡蛋喽，今天刚产
的鲜蛋。”6月的一天下午6时许，在澄
迈县老城镇白莲敬老院，李运山把运
载鸡蛋的皮卡车停稳，便热情地招呼
正在门前休息的李英蓉老人。

“这两口子脱贫致富后，这些年大
家跟着受了不少关照。”接过30颗土鸡
蛋，李英蓉边向李运山夫妻俩竖起拇指
点赞，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李运山曾是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早些年因孩子患恶
疾，加上父母双亲年迈，生活十分窘
迫。2016年，在当地政府及帮扶责任
人的帮助下，李运山购买了2000只鸡
苗，决心发展养殖，改善家庭生活。

怀揣着脱贫致富的美好梦想，李

运山与妻子两人充满激情与干劲，每
天天刚蒙蒙亮，就在鸡舍里忙着粉碎
饲料，给鸡添食添水，清理鸡粪便，拾
鸡蛋……两人还积极学习养殖技术，
坚持用绿色杂粮饲养蛋鸡，打造绿色
健康鸡蛋品牌。

经过一年的奋斗，李运山饲养的
蛋鸡由2000只发展到8000多只，日
均产蛋约6000枚，每天可获得1000
多元的纯利润。李运山还成立澄迈山
洞养鸡专业合作社，还贷款买了一辆
皮卡车，并雇了两名工人帮忙。

养鸡事业越来越红火，李运山不
仅摘掉了贫困帽，还成为当地小有名
气的致富带头人。

脱贫后，李运山继续发展壮大自己
的养鸡事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动员
下，积极参与扶贫消费品大集市、冬交

会、扶贫年货等爱心售卖活动，还将自
家生产的土鸡蛋上线海南爱心扶贫网。

生活条件好了，孩子、老人的医疗
有了保障，李运山又琢磨如何发挥力
量，去感恩和回馈社会，带动和帮助更
多人。他主动邀请本村的贫困户到养
鸡场做帮工，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增
加收入。碰到有意愿养蛋鸡的贫困户，
李运山热心传授养殖技术，有时候还上
门手把手指导。李运山夫妻俩也成了
村里敬老院的常客，定期给老人们送去
免费的鸡蛋，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2019年，李运山与老城镇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帮助15户贫困户以
带资入股的方式参与自家合作社经
营。今年又拉动9户低保户加入合
作社。疫情期间，李运山免费为老城
镇十余个困难家庭发放540余只鸡

苗，帮助他们改善家庭条件。
“我困难的时候，得到了政府和社

会的帮助，现在我有能力了，也希望能
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李运山说，今
年已经租下22亩地，预计投资200余

万元，引进全自动化养鸡设备，新建一
座全自动化养鸡场，进一步带动周边
的贫困户、低保户发展好产业，保障入
股人员的分红收益。

（本报金江7月2日电）

澄迈罗驿村村民李运山依靠养鸡走上致富路

昔日贫困户 今朝致富星

澄迈引进蚯蚓
生态循环项目
搭建整体循环农业产业链条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近日，
由海南星农夫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携手海南慧牛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慧牛星农·蚯蚓生态
循环项目”在澄迈县慧牛中兴总部基地完成签约，
标志着澄迈蚯蚓生态循环种养项目正式进入实施
阶段。

据了解，慧牛星农·蚯蚓生态循环项目以蚯蚓
生态产业为切入点，前端在慧牛养殖基地上养殖
蚯蚓，进而生产蚯蚓有机肥、蚯蚓土壤改良肥，并
对周边土壤进行改良。在此基础上，再导入休闲
农业业态，将该项目打造成集休闲观光、采摘体
验、科普娱乐为一体的农业观光项目；后端以林下
文昌鸡养殖、地瓜种植及优质农产品生产为支撑，
为澄迈县生态循环农业产业打造和促进村民就业
带来积极示范效应。

海南慧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澄迈返乡创
业大学生蔡於旭创办，主要从事小黄牛养殖及鲜
牛肉销售、农产品深加工、特色餐饮服务、农业技
能培训等业务。在澄迈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蔡於旭及其团队致力于把“澄迈慧牛”小黄牛
打造成海南本土小黄牛优质品牌。蔡於旭表示，
此项目实施后，将逐步搭建起澄迈县整体循环农
业产业链条，实现资源互补下的协同发展，优化布
局整体循环农业板块，从而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化、
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爱心企业向澄迈
捐赠一批防疫物资

本报金江7月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于亚楠）7月1日下午，在澄迈县信访服务中心亲
民广场内，爱心企业福建洋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澄迈捐赠一批防疫物资，助力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本次捐赠的爱心防疫物资为消毒液
29245公升（1881桶），价值人民币18万元。

捐赠现场，澄迈县政府副县长徐伟松代表澄
迈向爱心企业福建洋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表示感谢，感谢企业心系澄迈，用实际行动支持和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在更多爱心企业
及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定能凝聚起疫情防
控最强合力，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福建洋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

澄迈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爱心企业防疫物资
的捐赠，为澄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定了信
心、增强了力量，将严格依法依规统筹、监督、
管理好捐赠的物资，确保防疫物资全部用于抗
疫一线。

澄迈县纪检监察
信息中心揭牌

本报金江7月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肖虹）7月1日上午，澄迈县纪检监察信息中心正
式揭牌启用。

据了解，该中心为澄迈县纪委监委下属事业
单位，内设办公室、服务保障岗和信息技术岗3个
部门，承担该县审查调查场所管理服务和信息化
应用管理工作任务。中心建筑面积达2800平方
米，设置有讯问室、询问室、案情研判分析室、安检
室、会议室、阅览室、医务室、档案室等。其中，询
问室、讯问室进行了严格的软包和安全防护处理，
并安装办案指挥系统、智能化指纹门禁系统、安检
系统和同步全程录音录像监控系统，有效构筑全
方位、立体式的安全办案“防护网”，同时依托信息
化建设为依规依纪依法履行好纪检监察职能提供
有力科技辅助和技术支持。

澄迈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
的建成和启用标志着澄迈县纪检监察工作规范
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是加强审查调查安全，
促进依纪依法、文明安全办案的必然要求，是加
强纪检监察系统信息化建设、提升科技反腐水
平的重要举措。澄迈县纪委监委将以中心成立
为契机，严格依法用权，严格审查调查安全管
理，强化信息化建设，推动澄迈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

澄迈开展“清洁家园
灭蚊防蚊”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6月30日，澄迈县在
金江汽车站站前广场开展“清洁家园 灭蚊防蚊”
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现场活动，动员全
县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提高全民防蚊灭蚊能力和
参与积极性，全面清除城乡蚊媒滋生环境，降低蚊
虫密度，确保无登革热病例发生，共同创建卫生文
明澄迈。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免费发放宣传资料、灭蚊
剂、粘鼠贴等，并科普灭蚊防虫知识，为群众答疑
解惑。活动还组织专业消杀公司人员，现场进行
消杀示范，组织志愿者们深入大街小巷的茶馆、饭
店等公共场所开展宣传活动，向居民讲解灭蚊防
病有关知识。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以此
次专题活动为契机，再次掀起全民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热潮，确保全县环境卫生整治再上新台
阶，巩固国家卫生县城成果，为创建文明城市奠
定基础。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走完了澄迈革命
老区红色旅游路线，了
解到澄迈有这么多红色
景点和红色文化，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我的思
想再次受到洗礼。”6月
30日，来自临高县的党
员庞家才在澄迈县革命
老区红色之旅线路的最
后一站参观完中共澄迈
县委纪念馆爱国主义现
场教学点后十分感慨，
对澄迈发展红色旅游表
示赞赏。

这是澄迈挖掘红色
文化，将红色基因融入
文化产业建设和旅游发
展的尝试。近年来，澄
迈积极探索“党建＋”工
作模式，把党的建设与
乡村旅游、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乡村治理等有
机结合，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广
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构建城乡发展欣欣
向荣的良好局面。

6月30日一早，在澄迈革命老区
红色之旅线路第一站金江镇高山朗
村，来自临高县的40余名党员在此
换上红军装，背着仿真武器模型，高
举党旗，唱着红歌，坐船横渡南渡江，
徒步穿过红色革命老区龙江乌什村、
六山岭、九京村、泉水村，兴致高昂地
体验红色之旅。

在8公里之外的红色之旅终点
站——金江镇塘北村，村民王秀和高
兴地忙乎起来，为参加红色之旅的党
员们准备“忆苦饭”。她盘算着：等忙
活完这顿饭，又能挣到100元。

王秀和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往夫妻俩靠种田养家，一年只有2000
元收入。塘北村人多地少，发展农业困
难多，因此如何“破局”尤为关键。

“眼下，各级党委主题党日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如何创新‘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方式和载体备受关注。”
澄迈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澄
迈以“党建+脱贫攻坚+红色之旅”为
抓手，通过开发红色旅游，充分挖掘
包括塘北村在内的多个革命老村的
红色资源，靠好山好水、文化底蕴谋
发展。

为此，塘北村成立农民合作社，塘
北村党支部负责合作社运营、管理、游
客接待等，拥有党员身份的龙江乌什
村村民陈明祯当上了旅游向导，澄迈
县第二小学校长、老党员王有华担任
红色历史讲解员……党员们纷纷亮身
份、亮承诺、亮作为、作表率，化身党的
政策的宣传员、群众游客的服务员，引
领澄迈红色旅游发展。

红色之旅向导陈明祯介绍，红色
旅游路线备受关注，自开通以来，每年
接受100余场次党员前来体验，每场
次最少20余人，多则达120余人。今

年“七一”期间，接待了来自海口、儋
州、临高以及本地团队530余人。红
色旅游活了，旅游线路上的村民们也
跟着受益，不少贫困户靠吃“旅游饭”
脱了贫。

“一方面，党员干部们可以借此
重走革命老区，跟随革命前辈的足迹
回顾烽火岁月、感受红色文化；另一
方面，我们从几个村里挑选出了3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安排轮流做
饭、洗衣、撑船等方式，解决他们的就
业增收问题。”澄迈县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这几年，村党支部变化大，党员
干部干劲足，带着我们苦干致富。”近
日，在位于澄迈县加乐镇长岭村委会
效古村的沉香加工车间，村民蔡兴达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高兴地
说，现在村里变化大，增收途径多。

前几年，效古村发展缓慢。“归根
结底还是缺了‘领头羊’。”长岭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王国明介绍，在此情
况下，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两委”干
部、党员做思想工作，通过定期召开班
子会议，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等活
动，渐渐转变了村内党员干部“怕麻

烦、怕担责”的想法，让他们自觉为村
庄发展“想法子、找点子、蹚路子”。

蔡亲信是效古村沉香种植能手，
早在2014年创办雅尚沉香种养专业
合作社，建起沉香加工车间，吸纳村民
到加工车间就业。长岭村党支部引导
蔡亲信将其打造成就业扶贫车间，每
月举办培训，向有意从事沉香种植的
农户传授沉香种植和管理知识。

在蔡亲信的带动下，效古村110
多户村民参与沉香种植，面积达1200
多亩，10户贫困户在种植沉香后成功
脱贫致富。平时，10余个工人在扶贫

车间制作沉香手串、提炼沉香精油。
效古村形成了集育苗、种植、造香、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龙”产业链，
并辐射带动周边村庄、乡镇规模化种
植沉香林。如今，澄迈沉香种植面积
5万多亩，沉香加工基地40余家。

走进效古村，成片沉香林生机蓬
勃，新楼房随处可见，村民幸福感稳
步提升。去年以来，加乐镇以效古沉
香联合党支部建设为抓手，依托沉香
产业和本地红色文化，投资80余万
元将原有骑行驿站升级改造，建设具
有游客中心、乡贤文化馆、自行车驿

站、红色课堂、民宿等多功能性质的
“红色驿站”。升级改造后的“红色驿
站”成为效古沉香联合党支部阵地，
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为游客提供旅
游咨询、医疗卫生等系列服务。

“‘红色驿站’为各级党组织开展
系列主题党日活动搭建新的共享阵
地，同时以党建为引领，促进乡村产
业升级，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加乐镇党委书记李芸表示，下一步，
该镇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不断探索创
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机制，树立党建品
牌，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党建+文化，让旅游火起来

党建+产业，让村民富起来

党建+环境治理，让环境美起来

临高40余名党员在澄迈县革命老区坐船横渡南渡江。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党员在参观中共澄迈县委纪念馆。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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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在进行徒步体验。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