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通报4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典型案例

以案释纪 敲响警钟
本报金江11月1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

讯员肖虹）11月10日，澄迈县纪委监委通报4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

2019年6月，澄迈县“多规合一”管控执法
大队大队长王英林在明知该局党组对所查获
的7辆疑似违法运输河砂的车辆作出不予放
行决定的情况下，擅自将上述扣押车辆放行，
违反组织纪律。2020年4月，王英林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2019年12月，澄迈仁兴中心幼儿园委托
澄迈某公司承建该园装饰工程，李纳作为园
长，在明知工程尚未完工的情况下，仍伪造材
料、虚假验收，将工程款全额支付给承建单
位。2020年7月，李纳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澄迈县公安局督察大队警务督察中队队
长陈志博作为瑞溪镇北洋村委会帮扶责任
人，未及时帮助符合条件的结对帮扶贫困户
享受务工奖补政策，造成不良影响。2020 年
10月，陈志博被给予诫勉。

2018年11月，澄迈县财政局太平财务服
务站原站长王青作为财务服务站站长兼主管
会计，违反有关规定，在某村委会报账材料不
齐全、手续不合规的情况下，仍然审批同意报
账，导致该村违规套取工作经费。2019 年 1
月，又因复审把关不严，导致某村委会违规将
党建经费挪作其他项目支出。2020年5月，王
青被给予诫勉。

通报指出，这4起案例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典型表现。澄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
口，真正把监督抓到底、抓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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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制度美环境

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春芳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工作后打响的第
一仗。2019年上半年，春芳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向澄迈县水务局寻求支持，
启动建设农村污水管网，将家家户户
的生活用水收集处理后，用作农业灌
溉水源；请来工程队并投入50万元扶
贫专项资金，填平村中公共区域的坑
洼，硬化巷道。

春芳村有一片联排瓦房年久失
修，破败不堪，一些瓦房倒塌后成了
残垣断壁，影响村容村貌。春芳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治理污水、硬化
村道的过程中，联合村“两委”干部，
一家一家与房主谈心沟通。最终，
与村民达成共识，统一拆除这些瓦
房，将清理出来的闲置土地用于建
百香果园。乡村振兴工作队组织工

人搭建藤架，种下百香果苗，再将百
香果园交由村民管理，不少村民把
家禽圈养在百香果园里。这一举措
既改善了村庄环境，又解决了家禽
散养问题，还给村民带来经济效益，
一举三得。

“为了形成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春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从抓党建入
手建立‘巷长制’，发挥村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让村中党员动起来，带
动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容逐渐
美起来。”春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王鹏介绍，该村将全村公共区域分
片划给29名党员，党员对片区环境
卫生状况负责，引导村民圈养鸡鸭，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村干部每天
开展环境卫生巡视，发现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春芳村还设置6个保洁员
公益性岗位，保洁员负责自然村的日
常保洁。

“做差了在村里会没面子。”李燕

说，过去家家户户乱搭乱建、乱倾乱
倒，环境卫生没人管，建立“巷长制”
后，村中的党员自觉管好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效果很明显。“管不好要上黑
榜，很丢人！”

前不久，春芳村荣获“海南省卫生
村”荣誉称号，进一步调动了村民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环境变好
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很多人自
觉维护环境卫生，参加大扫除也积极，
村党支部的号召力更强了。”春芳村党
支部书记徐日兰说。

发展产业鼓腰包

村庄环境变美了，乡村振兴工
作队开始着手发展产业。今年 5
月，春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在与村
干部协商，并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后，引入福羊牧业公司与村办合作
社合作，打造春芳村福羊养殖产业

基地。村干部负责该基地的运营，
村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并参与日
常管理。

“基地刚卖了22只羊，目前还存
栏100多只，预计明年将有10万元
以上的收入，惠及 23 户 110 名村
民。”王鹏说，除了福羊养殖产业基
地，春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还协调澄
迈县农业农村局给村民免费发放10
吨地膜，并多次组织冬季瓜菜农技培
训，激发村民种瓜菜、果蔗的积极
性。去冬今春，春芳村共种植冬季瓜
菜1000余亩。

人居环境越来越亮丽，村民发展
的干劲也越来越足。王鹏透露，下一
步，该村将建设雨污分流管网，进一
步美化人居环境，同时做大做强福
羊、果蔗、冬季瓜菜等产业，增加村民
收入，尽早实现生态宜居、产业兴旺
目标。

（本报金江11月12日电）

澄迈春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创新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见成效

党员当“巷长”村容大变样

澄迈乐购嘉年华活动启动

“网红”为福橙代言
本报金江11月1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王家专）11月8日，“澄迈乐购嘉年华——我和
我的家乡福橙季”福橙采摘活动在澄迈县金江镇
启动。该活动由澄迈县人民政府主办，澄迈商务
局、澄迈旅文局承办。

本次乐购嘉年华活动包含“吃、住、行、游、购、
娱”等内容，邀请上百家商家参与。“我和我的家乡
福橙季”是本次乐购嘉年华活动的首场活动。活
动当天，主办方邀请澄迈多名“网红”为澄迈福橙
代言，通过逛橙园、品福橙，直播和拍摄短视频等
方式，介绍澄迈福橙的生长过程和特点，让消费者
买得放心、吃得开心。

本次乐购嘉年华活动的主会场活动将于11
月13日至15日在澄迈金江镇千秋广场举行，现
场将设置“促销乐购区”“农特产销售区”“美食品
鉴区”“嘉年华晚会”“澄迈好礼幸运大抽奖”“旅游
推广区”等主题区。

据了解，“澄迈福橙”是澄迈培育的“6+2”品
牌农产品之一，以独特的口感、丰富的营养而闻
名，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中国十大名橙”“中
国国宴特供果品”“全国最具特色产品”等。

澄迈开展“禁塑”宣传活动
本报金江11月1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王咸瑜 叶上荣）11月 10日，以“拒绝白色污
染 共建绿色澄迈”为主题的澄迈县“禁塑”宣传活
动在澄迈金江镇千秋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禁塑”科研人员现场科普，就如何
辨别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替代品种类进行详细讲解。同时，通过推出

“禁塑”主题小品、开展有奖知识问答等方式，引导
群众学习“禁塑”知识。

活动现场还展出了一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并设置可降解塑料制品产品咨询和“禁塑”
宣传点，为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厂家、经销商、使
用方搭建对接平台，进一步打通供销渠道。

澄迈县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
旨在引导企业生产、销售、使用合格的可降解塑料制
品，让群众学习掌握“禁塑”知识，明白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品的必要性。

澄迈鼓励农村党员创业
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一次性资金扶持

本报金江11月1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洪思敏）海南日报记者11月12日从澄迈县委
组织部获悉，为建立健全农村党员创业致富帮扶
机制，培育一批带头致富能力强的党员，近日，澄
迈出台《澄迈县第一期扶持农村党员自主创业工
作方案》，并启动第一期扶持农村党员自主创业评
选活动，给予符合评审条件的创业项目2万元至5
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据了解，本次扶持农村党员自主创业以党组
织关系在澄迈的农村党员为扶持对象，坚持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一线倾斜、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
倾斜、向家庭困难的党员倾斜，按照一定比例择优
扶持。每位农村党员不能连续两年享受党员自主
创业资金扶持政策。

创业项目申报工作11月5日启动，11月15
日结束，过期不再受理。党员本人向所在党支部
提出申请，相关行业部门向澄迈扶持农村党员自
主创业评选活动评审办推荐。

“智慧澄迈”APP
目前可提供 40 余项便
民服务

覆盖“五险一金”、
人才服务、文体教育、城
市管理、医疗卫生、交通
旅游6大类别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瞧，最受欢迎的
是 慧 牛 礼 盒 ，卖 出
1072件，牛肉丸也有
79 个订单！”11 月 11
日，在位于澄迈县金江
镇的澄迈慧牛电商中
心，该中心负责人毛芳
菊打开手机向海南日
报记者展示“澄迈慧
牛”生鲜在网上商城的
销售业绩。

“澄迈慧牛”品牌
创始人、海南慧牛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蔡於旭介绍说，过去，
由于养牛成本高，牛肉
在线下销售缺乏价格
竞争优势，销路也不稳
定。“如今，通过在海南
爱心扶贫网、微信微商
城上销售，我们的订单
越来越多，销路也越来
越宽。”蔡於旭说。

海南慧牛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主动“触
网”，彰显电子商务对
传统产业的影响。近
年来，澄迈一方面瞄准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联
网网、、区块链区块链、、科技金融科技金融
等新兴产业展开招商等新兴产业展开招商，，
吸引华为吸引华为、、腾讯腾讯、、百度百度
等知名企业落户等知名企业落户，，加快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另一方另一方
面面，，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借助互联网技术和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推动传统产推动传统产
业数字化发展业数字化发展，，实现转实现转
型升级型升级。。

时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像海南慧牛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样，探索借助互联
网销售产品、打开市场。目前，澄迈各类
商户注册淘宝网店500多家，各类企业、
个人在微信微商城上开设店铺超过
1600家。桥头地瓜、福山咖啡、无核荔
枝等澄迈农产品，通过电商销售渠道，被
送到省内外消费者手中，并凭借其好品
质收获好口碑。

“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向
基层、向农村延伸，农村电商加快发展，
打破了过去零散乱的生产销售模式，推
动形成更加高效、安全、绿色、智能的产
销体系。”澄迈县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前三季度，澄迈电子商务交易额
7.91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2.56亿元，同

比增长44.08%。
今年 7 月，“智慧澄迈”APP 上线

“椰子积分”产品，是将本地旅游文化
资源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并加以
推广运营的一次创新。“通俗讲，就是
用游戏积分兑换酒店客房、景点门票
或者地瓜、荔枝等农旅产品。”“椰子积
分”产品开发商、海南自贸区椰云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云网络）副
总裁朱志解释说，该公司主要发展椰
云众包、椰子旅游消费积分、区块链、
大数据等应用业务。“椰子积分”产品
就是通过游戏奖励积分、旅游消费积
分、线上兑换与线下消费相辅等多种
模式，宣传推介本地文旅资源，推动消
费升级。

8月 18日至 31日，椰云网络开展
“夏季送清凉”活动，“智慧澄迈”APP日
均浏览量过万。目前，该公司有合作商
户62家，累计活跃用户29.6万人次，积
分发行量过亿。

“借力数字平台，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等新技术，整合不同主题的便民服务，
促进各部门共享数据，建立城市综合运
营管理中心这个‘最强大脑’，让群众通
过手机客户端享受到便捷服务。”澄迈县
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两年的发展完善，“智慧澄迈”APP
目前可为当地居民提供40余项便民服
务，覆盖“五险一金”、人才服务、文体教
育、城市管理、医疗卫生、交通旅游等6
大类别。

新亮点 传统产业“触网”升级

走进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的
51社保海南业务中心，数十名工作人员
正在忙着办理各类业务。作为国内知名
互联网社保服务平台，51社保与当地税
务部门合作，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互联网
平台企业、自由职业者、税务管理部门三
者面临的税收征纳难题，打通业务办理

“堵点”，实现多方共赢。
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淳至介绍，在海南建设自贸港的大
背景下，海南生态软件园以新一代信息

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为主导，创建了
全国首家省政府授牌的区块链试验区，
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重点发展数字文体、数字健康、数字金
融、数字服务等，培育和发展千亿级数字
产业。今年，海南生态软件园成功入选
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联合认定的
首批12个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名单。

“今年，众包业务的营业额已达26
亿元，椰云网络成为海南生态软件园纳
税额前五的企业之一。”朱志自豪地说，

椰云网络落户海南两年，员工数量从30
多人增加至80多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最关键的生
产要素。”杨淳至说，今年前三季度，海南
生态软件园实现营收470.2亿元，实现税
收29.26亿元，同比增长59.7%。面对新
时代的机遇和挑战，该园区将继续发挥
技术优势，通过科技手段驱动产业创新
和制度创新，实施“链上海南”行动计划，
助力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
展。

新浪潮 数字经济迸发活力

新理念 创新打开机遇之门

近年来，澄迈相关部门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实施创新
驱动、人才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写好马村
港、“海澄文”同城一体化、互联网产业

“港、城、网”3篇文章，推动县域经济社会
加快发展。

为优化营商环境，澄迈全面推进“证
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建立全省首
个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信息平台，进一
步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在全国率
先推行平台经济税收征收新模式，该模

式被列入我省第六批制度创新案例，向
全国推广。

“澄迈将紧紧抓住海南自贸港建设
带来的发展机遇，瞄准世界500强、中
国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澄迈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澄迈将结
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
设相关目标任务及工作要求，精心编
制好澄迈“十四五”规划，加快发展互
联网等新兴产业，推动区块链技术应

用及关联产业发展，加快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技术的研发应用，重点建
设好发展好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南生
态智慧新城等。

与此同时，澄迈将加快油气勘探
生产服务基地建设，积极谋划发展加
工贸易和跨境电商，探索发展保税仓
库、保税加工、全球中心仓等业务，力
争早日将马村港区打造成国际一流的
枢纽港。

（本报金江11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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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村容整洁了，人心也齐了。”
11月10日，澄迈县金江镇春芳村
党员李燕吃过早饭就出了门，沿
着村中一口池塘巡查环境卫生。
池塘四周绿草如茵、林木茂盛，景
色秀丽。

李燕是池塘周边这个片区的
“巷长”。自从去年上半年当上
“巷长”，每天早晚出门巡查一次，
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村容村貌变化很明显。”正
在春芳村开展扶贫工作的帮扶责
任人王泰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8年他初次来春芳村时，村内
坑洼多、污水横流、鸡舍乱搭、柴
火乱堆，蚊虫、苍蝇乱飞，人居环
境比较差。

目前，澄迈
各类商户注册淘
宝网店500多家

各类企业、
个人在微信微商
城上开设店铺超
1600家

今年前三季
度，澄迈电子商
务交易额 7.91亿
元

其中网络零
售额 2.56 亿元，
同比增长44.08%

数说澄迈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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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创新机制

位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二期的腾讯生态村一期。腾讯生态村是海南自贸港首批开工建设的百亿级产业项目，也是澄迈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