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开展村级换届选举政策法规宣讲

法律顾问“护航”
村级换届选举

本报金江3月25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陈宁悦）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从澄迈县司法局
获悉，近期，澄迈县司法局组织村（居）法律顾问深
入村（社区）开展以“澄迈县村级换届选举政策法
规专题讲座”为主题的专项宣讲活动，为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平稳顺利开展提供“法治护航”。

此次专项宣讲活动中，澄迈县村（居）法律顾
问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讲解，并通过以案释法，帮助村民了解、掌握选
举规则和流程、“十严禁”“十不准”换届选举纪律
和“一肩挑”制度优势，让更多村民在了解有关法
律法规和选举知识的同时，自觉维护选举秩序，选
出有本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两委”成员。

此次换届选举专项宣讲活动于3月初启动。
截至目前，宣讲活动已基本覆盖全县197个行政
村，参加人次约4000余人，共发放宣传资料1万
余份，线上线下解答群众咨询300人次。

此外，在换届选举宣讲活动中，澄迈村（居）法
律顾问利用贴近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对可能存
在的矛盾纠纷仔细排摸，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或影响换届选举正常进行的重大矛盾纠纷、突发
事件，做好疏导、说服、处理工作，为换届选举营造
稳定的法治环境。

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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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0 年，澄迈县有 6
个政府投资项目采用装配式建造
方式建造，总建筑面积约 27.04 万
平方米。除海南中学美伦校区工
程项目以外，包括澄迈县中兴镇集
中寄宿制办学建设项目、澄迈县大
丰学校集中寄宿办学工程项目等
已开工建设。

除了政府投资项目，社会投资
项目也在积极接受装配式建筑建造
方式。2020年，澄迈有5个社会投
资项目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建造，
总建筑面积约26.45万平方米。

“公司一年生产预制叠合板6万
立方米，相当于可建造面积150万平
方米的小区，远远满足不了本地市
场需求。”关远程说，该公司今年计

划扩建一条生产线，实现叠合板年
产量10万立方米，满足250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装配式建筑在澄迈呈现蓬勃发
展态势，离不开当地政府在政策上
的大力支持。早在2019年8月，《澄
迈县装配式建筑专项规划》正式印
发，明确了澄迈县2018年至2020年
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蓝图。同
时，澄迈县装配式建筑推进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建立，定期或不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推进装配式建筑建设。
今年1月28日，澄迈县制定《澄迈县
装配式建筑商品房项目容积率奖励
实施细则》，为加快推动装配式建筑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报金江3月25日电）

政策红利显 产业动力足C

3月 23日，在位于澄迈县海南
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南省建筑产业
化股份有限公司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厂房里，建筑工人把钢筋交叉点
用铁丝缠绕固定后，再浇筑混凝土，
一块搭建楼房用的PC楼板（混凝土
预制件）便制作完成了。生产一块
预制PC楼板只需24小时，比在施工
现场制作能节省一半时间。

“装配式建筑，简单来说就是工
厂造零件、现场拼房子。”省建筑产
业化股份有限公司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负责人关远程介绍，与传统建
筑建造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的构
件在工厂集中生产，避免现场粉尘、
泥浆等污染，实现绿色施工，同时生
产用水和模板可以做到循环利用，
实现了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瞧，构件是在工业化生产线上

生产，工人的工作场地和体验以及
工作观念，与传统建筑工人大不相
同。”在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厂房
里，工程师陈康健说，过去风吹日
晒、每天一身尘土的农民工，在这里
变成了生产线上的操作工人，负责
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成品搬运等
不同工序。

“PC构件的生产到安装，都需要
准确无误，精确到毫米级。”关远程
说，这就要求过去只需专注体力劳
动的工人，要转型成多技能、懂技术
的知识型工人。为此，该基地投产
之前曾派出包括陈康健在内的10余
人前往沈阳进修学习半年，如今他
们已成长为技术骨干。

工厂造零件 环保又高效A

现场“拼”房子 省时又省力

从流水线上生产出的装配式构
件，如何变成一栋栋房子呢？“混凝
土叠合板、楼梯，组装的钢结构，就
是在工厂里预制完成后，再运送到
现场拼装起来的。”3月23日，在海
南中学美伦校区施工现场，项目总
工徐洪亮介绍，该项目作为政府投
资项目，采用钢屋盖（屋面）、预制叠
合楼板、预制楼梯板、预制阳台板、
预制内隔墙、集成式卫生间、集成式
厨房等装配式技术，装配率达51%
至56%。

“装配式技术、智慧建造，极大
地加快了施工速度，且精度高、质量

好。”徐洪亮介绍，海南中学美伦校
区项目总建筑面积14.76万平方米，
分为南北两个地块，预计建成一所
公办完全中学，项目总工期315天。
与传统建造方式相比，构件在工厂
生产，不受恶劣天气等自然环境的
影响，使得工期更为可控，且生产效
率远高于手工作业。

除此之外，在徐洪亮看来，由于
减少了部分钢筋安装、混凝土浇筑、
抹灰工序，现场的人工用量也大幅
降低，从而施工方更注重加强工人
的培训，使工人更加熟悉操作流程，
提高施工水平。

B

海南省公共数字文化
工程培训在澄迈举办

本报金江3月25日电（记者余小艳）3月23
日，海南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培训班暨数字化建
设服务推广活动在澄迈县开班。来自我省各市县
文化主管单位负责人、图书馆系统技术骨干及边
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示范点和优秀站点乡镇综合
文化站站长等百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邀请文化和旅游部全
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等单位
的专家开设《公共文化云建设、服务与推广》《国家
公共文化云基层直录播工作及“乡村网红”培育计
划》《公共图书馆的智慧化转型与创新》等理论课
程，并举办线下实践活动。

据了解，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重视基
层技术人员培训，自2016年至今，已开展30期涵盖
市县图书馆、乡镇文化站、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
设点各类培训班，累计参训人员约2530人次，已建
立一支懂业务、熟操作的基层技术工作者队伍。

数字培训

清明将至，澄迈供电局加强林区
线路巡视

筑牢电网运行“防火墙”
本报金江3月25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潘阳红）“准备就绪，可以起飞。”为做好清明节防
山火工作，3月25日，南方电网海南澄迈供电局配
电管理中心组织运维人员利用无人机对澄迈县仁
兴镇的10千伏西达线进行巡视，查看是否存在山
火隐患。

据了解，澄迈10千伏以上配电线路有2948.2
公里，且线路多跨越山区林地、农田。清明将至，
祭扫相对集中，山火发生的风险骤增，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受到威胁。为此，南方电网海南澄迈供电
局早启动、早部署清明线路防山火工作，组织党员
群众，通过“人巡+机巡”相结合的巡维模式，强化
线路走廊火险隐患排查清理，对所有防山火重点
区段查巡，提前清理火险隐患。同时，在重要线
路、重点区域张贴防山火安全宣传标语，强化群众
防火安全意识，并主动与消防大队等有关部门建
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共享火警信息资源，提前
主动防控山火。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海南澄迈供电局已完成
16条防山火重点区段特巡，累计巡视200余公
里，发现并整改隐患10余起，张贴安全警示牌
100面。南方电网海南澄迈供电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加强线路巡视力度和对防山火隐患点
的管控，积极开展防山火安全宣传工作，备齐备足
抢修器具、车辆等应急物资，随时应对突发电力故
障，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

森林防火

澄迈交警开展
交通安全宣讲进校园活动

本报金江3月25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张斐 郑瑜）为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中小学生交通事故
的发生，3月24日，澄迈交警大队秩序中队、县城
中队，走进澄迈县第三中学，运用实际与理论结合
的授课方式，普及交通安全常识，进一步增强学生
们的交通安全意识。

在活动中，澄迈交警通过一个个典型的交通安
全事故案例，讲述未成年人骑行摩托车、电动车的危
险性，并向学生们发放《文明出行，安全第一》宣传
单，倡议学生时刻绷紧安全弦，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此外，澄迈交警通过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模拟演练，示范正确佩戴头盔，带领学
生认识车辆盲区等交通安全常识。

安全教育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吴琼

“多亏了乡村振兴工作队帮助，不
然这些辣椒都得烂在地里。”3月24
日，在澄迈县瑞溪镇山尾村，村民黄华
友一边忙着收拾辣椒菜地，一边向海
南日报记者介绍。

近段时间以来，辣椒市场价格持
续低迷，黄华友辛苦种植了3个月的
辣椒却卖不出去，眼看辣椒要烂在地
里，把他给愁坏了。以种植辣椒等冬

季瓜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山尾村165
户村民，同样很犯愁。

这样的场景，让驻扎在山尾村的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们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他们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帮
助乡亲们把辣椒销售出去。

3月20日，山尾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员陈守宏向派出单位中建八局海
南分公司党支部进行汇报，寻求公司
的帮助支持。在他的积极争取下，中
建八局海南分公司决定以高于收购商

的价钱，向瑞溪镇山尾村村民采购辣
椒8000斤，分发给各个项目部，用于
职工食堂供给。

得知这一好消息，山尾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又组织瑞溪镇驻点干部、山
尾村村委会干部一起，帮助种植户采
摘打包辣椒。第二天，中建八局海南
分公司派一辆大卡车开进村里，直接
将8000斤辣椒收走。

“驻村工作队好样的！帮大家挽
回了损失。”解决了销售难题，山尾村

辣椒种植户心里乐开了花。
“两年来，驻村工作队是真心实

意为村庄为村民着想，解决了很多
实际难题。”山尾村党支部书记黄华
强说，过去，山尾村没有路灯，晚上
老人孩子不敢出门。乡村振兴工作
队来了以后，很快就找来施工队，帮
助村里安装了50盏太阳能路灯；乡
村振兴工作队还给村委会办公室配
备了办公电脑，提高村干部办事效
率；他们新建了一座水塔，解决村民

饮水问题……
“下一步，工作队计划采用‘企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通瓜菜销
售渠道，降低农户生产风险。”陈守宏
说，此次帮助村民销售辣椒后，给了
工作队启发。目前他们已经联系海
口一家餐饮配送企业，计划在村里建
设一栋冷库，帮助村民将瓜菜配送进
大型商超、餐饮店，让村民种植的瓜
菜不愁卖。

（本报金江3月25日电）

村民辣椒滞销，澄迈山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动企业解决难题

解民忧 办实事 暖民心

装配式乡村别墅展示。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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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水泥沙石大量堆积，没有搅拌车轰鸣作业，3月
23日，在澄迈县老城镇海南中学美伦校区项目的食堂施
工区，工人们将定制好的集成式卫生间、集成式厨房等构
件进行组合安装，看起来既整洁又有序。

从去年8月8日开工建设至今，海南中学美伦校区项
目土建工程已完成90%、装饰装修工程已完成20%，预
计今年6月30日完工，9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之所以能
在短期内安全、快速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得益于一
种有别传统的建筑方式——装配式建筑。

近年来，澄迈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产业，积极推进装配
式建筑项目落地，新建装配式建筑规模不断壮大。2020
年，澄迈县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建造（含装配式建筑实施
方案已过专家评审会的项目）的建筑面积约53.49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81.0%。同时，在我省落户的17家装配式构
件厂中，有6家落户澄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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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南省建筑产业化股份有限公司装配
式建筑产业工厂里，工人正在加工钢结构建筑的梁和柱。

工人在楼梯模型里浇筑水泥，生产楼梯。

澄迈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