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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完善高校党委常委会人员组成结
构，重申设立常委会的高校党委一般设
党委委员15至31人、常委会委员7至11
人，不设常委会的一般设委员7至11人，
并提出可适当增减常委会委员或不设常
委会的委员职数。这样规定，既保证了
政策的严肃性、统一性和延续性，也为地
方和高校留出政策空间。

问：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
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请问《条
例》对高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有什么具
体要求？

答：加强高校党的纪律建设和廉洁
教育，事关大学生健康成长，事关高等教育
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深入推进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于营
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促进高校改革发
展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条例》根据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有关规定，对高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体制机制、职责任务作了完善。一是在领
导机制上，强调高校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
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高校党委视
具体情况在院（系）级单位党委设立纪委或
纪检委员，党总支和支委会设纪检委员。
对实行向高校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机
制作出专门规定。二是在职责要求上，强
调高校纪委是高校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
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三是在工作任务上
作了进一步完善充实，强调高校纪委承担
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等
主要任务。同时，对高校纪委处理违犯党
的纪律的线索和案件提出规范性要求。

问：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的
战斗堡垒，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
的活动的主体，请问《条例》在加强高校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作了哪
些规定？

答：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坚持和加强党
对高校的领导，必须夯实高校党建工作
基础，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条例》在坚持党建工作基本要
求的前提下，从不同层面作了进一步完
善。一是在总则部分，鲜明提出坚持抓
基层强基础，健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制
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全面增强高校基层
党组织生机活力的要求，并作为高校党
的建设工作应当遵循五条原则之一。二
是在高校党委层面，完善高校党委主要
职责，明确规定高校党委要按照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制，加强学校党组织建设。三是
提出高校院（系）党组织要强化政治功
能，履行政治责任的要求。这就要求院
（系）党组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好重
大问题政治关。四是对师生党支部建设
提出新要求，总结吸收近年来地方和高
校开展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
工程的成功实践，明确提出注重选拔党
性强、业务精、有威信、肯奉献的党员学
术带头人担任教师党支部书记。五是明
确规定高校院（系）党组织每届任期一般
为5年，使院（系）党组织的任期与行政班
子的任期相一致。

《条例》也对党员教育管理、发挥党
员作用、发展党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推
动师生党员把党员身份亮出来，把先进
标尺立起来，把先锋形象树起来。一是
加强党员政治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立和落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二是严格党的
组织生活，提高“三会一课”质量，开好民
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落实谈心谈话、
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制度。三是
强化党员管理服务，及时转接组织关系，
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和服务，健全党内关
怀、帮扶长效机制，搭建党员发挥作用平
台，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四是保障党
员权利，推进党务公开，党内重要情况要
及时向党员通报。五是做好发展党员工
作，强调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在高
层次人才、优秀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中
发展党员工作，将团组织推优作为确定
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重要渠道，建立入
党积极分子接续培养机制，加大在低年
级学生中发展党员力度。

问：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高
校是各类人才集聚的高地，请问《条例》
对高校干部和人才工作作了哪些规定？

答：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管人才
原则，把那些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
公认的干部选拔到高校各级领导岗位上
来，把各类优秀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的
高等教育事业中来，对于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高等教育
的根本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条
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干
部培养、选拔、任用和人才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一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规定高
校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学校干部实
行统一管理，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突出
政治标准，明确提出院（系）级单位党组
织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二
是强调建立健全优秀年轻干部发现培养

选拔制度，制定并落实年轻干部队伍建
设规划，统筹做好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
和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三是完善
了高校人才工作的政策、机制等相关规
定，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
有效的人才政策，健全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评价、流动、激励机制，弘扬科学家
精神等要求，赋予了高校人才工作新的
内涵。

问：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
的生命线，请问《条例》对加强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有什么要求？

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高等
教育的优良传统，是高校党组织的一项
主要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
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既是我国高校的特色，又是
办好我国高校的优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是党领导高校工作的具体体现，也是开展
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抓手。《条例》主要从
三个方面对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
关规定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一是重申了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强
调高校党委统一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旗帜鲜明要求牢牢掌握党对学校意识形
态工作的领导权。二是对高校开展思想
政治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作了充实。强调要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理想信念教
育放在首位，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
强党的理论教育、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构建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形成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机制等内容，丰富
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三是充实
完善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强调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
结合，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和信息
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
对性、实效性。

问：《条例》在落实高校党建工作责
任方面有哪些规定？为保障责任落实到
位作了哪些制度安排？

答：《条例》增写“领导和保障”专章
作出相关规定，压实各级党委及其有关
部门、有关国家机关党组织抓高校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工作责任和高校党委的主
体责任。一是提出了加强高校基层党建
工作的总体要求，强调各级党委及其有
关部门、有关国家机关党组织应当把高
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
内容，摆在突出位置，纳入整体部署，强
调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坚持管班子管业

务与管党建管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形
成党委统一领导，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
头协调，纪检机关和组织、宣传、统战、教
育工作等部门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二是明确了加强高校基层党建
工作机构设置的要求，强调各级党委及
其有关部门、有关国家机关党组织应当
合理设置负责高校党建工作的部门和机
构，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应当有内设
机构具体承担高校党建工作职能，高校
党委根据工作需要，本着精干高效和有
利于加强党建工作的原则，设立相关工
作机构。三是充实完善了加强高校基层
党建工作的保障措施，对党务工作和思
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纳入学校人才队伍
建设总体规划以及相应的配备比例、措
施体系、保障机制等都提出更加明确的
要求，强调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和思想政
治工作人员应在编制内配足。四是明确
了确保责任落实的相关规定，强调将高
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领导班
子综合评价和领导人员选拔任用的重要
依据，作为“双一流”建设等工作成效评
估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基层党建述职
评议考核、责任追究等提出要求。

问：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对抓好《条
例》的贯彻落实有什么具体部署？

答：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中
央在印发《条例》的通知中，对学习宣传贯
彻《条例》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
认真抓好落实，把高校党的建设摆在突出
位置来抓，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高
校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推
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
合，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推动高校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筹
备召开第27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部署《条例》学习贯彻工作。各地各有
关部门和高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各种媒介广泛宣传
解读，使高校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师
生深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
内容，严格遵守和执行《条例》规定。要认
真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
（行政学院）教育课程，纳入高校“三会一
课”、教师集中学习等，对高校专职党务工
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提高做好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能力本
领。要加强对《条例》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总结经验，注重发现和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遗失声明
海南南岛晚报社遗失《报纸出版许
可证》，国内统一刊号：CN46-
002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 建 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502196111230035)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T060124、
T060126、T060128、T060129、
T060131、T060132、T060133、
T060134、T060135、T060230、
T060264、T060262的会员小卡、
会员证书、土地使用权同意书、入
会约定书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江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乐东新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
废。
●郑敦活、郑大和、郑大平遗失座
落于秀英区东山镇溪头村委会田
心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0）第049175号，声
明作废。
●黄强遗失座落于桂林洋农场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籍国
用（2000）字第25-0172号，声明
作废。

●赵力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游
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二期双
海湾1-1502房财务收据一张，编
号：0002699,金额：2482400元，
声明作废。
●赵力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游
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三期东
海湾8-1005房财务收据一张，编
号：0006112,金额：500000元，声
明作废。
●海南昌江新六养殖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万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J6410046399001，声明作废。
●刘秀清不慎遗失正恒帝景小区
7栋1303室的购房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票号码:01895593，发票金额:
100000.00元，现特此声明。
●刘秀清不慎遗失正恒帝景小区
7栋1303室的购房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票号码:01895579，发票金额:
151465.00元，现特此声明。
●刘秀清不慎遗失正恒帝景小区
7栋1303室的购房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票号码:01923386，发票金额:
250000.00元，现特此声明。
●万年美不慎遗失儋州海逸豪苑
C2栋C2单元1208室的购房海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1942279，发票金额:480000.00
元，现特此声明。
●海口木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1401房认购书收
据联，金额：10000 元，编号：
HHD3009716。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6401 元 ， 编 号 ：
HHD2014838。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160元，编号：HHD2014837。
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尊敬的会员、球友：
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
夫球俱乐部受经济环境影响一直
处于经营困难状态，经研究决定，
不再开展高尔夫球会的运营业
务。我们非常遗憾的通知各位，海
南台达高尔夫球场将于2021年4
月23日起正式停止营业，相关设
施也一并予以关闭。
由衷感谢各位会员和球友一直以
来对海南台达高尔夫球会的关心
和支持。后续事宜，待相关部门处
理意见完毕后再另行通知。
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
夫球俱乐部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
料，限你们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
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1年6月7日上午九点在本委
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1年4月19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吉秀梅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5）
第086号]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
位于八所镇琼西路西侧，土地面积
为372.6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
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王富强，南至四米路，西至
符祥芳，北至李才荣。凡对该宗地
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
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
日内送至我局自然资源调查确权
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
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23日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167146 元 ， 编 号 ：
HHD2014836。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177136 元 ， 编 号 ：
HHD2171198。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177141 元 ， 编 号 ：
HHD4012465。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177141 元 ， 编 号 ：
HHD5055871。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177141 元 ， 编 号 ：
HHD5014101。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177141 元 ， 编 号 ：
HHD5190322。特此声明作废。
●谭丽娟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项
目3号岛392栋 1401房收据，金
额 ： 118091 元 ， 编 号 ：
HHD5101870。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办事处
遗失海南大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资金往来（暂收 暂付）专用凭证，
票 据 号 ：0018343，票 据 号 ：
0013894，声明作废。
●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薛作才卫
生室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900732410739X5，法定代表

人：薛作才，声明作废。

●福州联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儋州分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L6410000486601，
现声明作废。
●李文宇遗失准予迁入证明，编
号:琼准字01198716，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邱育帝早餐点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50017304，声明作
废。

公告
海口琼山中鹏美容美发店、石小
进：本委受理申请人王霞、冯催南、
梁春蕊、蔡佳佳、李经影,林禹、董
伟、陈婷、王海棠、陈芝伟、刘阿丽
与你公司及石小进劳动争议案（海
劳人仲案字〔2021〕第 186-190
号，217、218、220-222、231 号)，
现依法向你公司和石小进公告送

分立公告
海南广康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海南广康
药业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
本100万元）和海南佳佳康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分立前的海南广康药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
的海南广康药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戴小姐18508930133
特此公告

海南广康药业有限公司
关于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

公告
海南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碧
海蓝天项目）、海南爱农物业开发
有限公司、江西万通建设有限公
司、海南新座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秀英区新村双拥路改造项目），以
上公司在我厅原下属单位海南省
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存储了一笔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请以上单位自
公告之日起准备有关资料到海口
市国兴大道59号省政府办公大楼
3楼346室办理退款手续。联系
人：吴监察员 咨询电话：0898-
65335736。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年4月23日

减资公告
澄迈昌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EC0YX8）经 公
司股东会决定注册资本由10000
万元减至1000万元。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爱尊华互联网医院（海南）有限公
司（91469001M5TM6Y13W) 股
东会决议减少注册资本，资本金由
壹亿元减少至1000万元，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出资人批准，海南琼华技术开发
联合公司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组长为
华中科技大学胡付强，清算组成员
为华中科技大学赵俊丰、海南省科
学技术厅法律顾问王吉生（海南维
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请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清算组联系人：王
吉生，联系电话：15103085168。
特此公告！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华中科技大学

2021年4月16日

● 马 丽 颖（ 身 份 证 号 码
110105196304126543）遗失海口
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棚遍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登记编号：258，现场编号：
D28，声明作废。
●孙维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太阳城商业一
条街A区3号楼702房，交房收款
流程表交接单收据1张，票据号：
FA.LD 0010598，金额：5058元，
特此声明作废。
●李慧英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景业
A02区F型底层住宅A-26栋2层
A-26 房收款收据两张，编号：
0004391（金额：793117 元）、编
号：0004478（金额：1000000元），
声明作废。
● 徐 束 萍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502195606270025 ) 遗失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J080218的
会员证书、土地使用权同意书、入
会约定书、会员小卡，声明作废。
●本人张司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
岸东区非人防地下车位196号华
侨城·曦海岸项目认购书，编号：
0002387，声明作废。
●网路(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裴莹)
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从林坊水吧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0053882，声明作废。
●海口怡沁堂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61P828）不慎遗
失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赵力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游
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二期双
海湾1-1502房财务收据一张，编
号：0002997,金额：100000元，声
明作废。
●琼海施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公司印章作废声明
公司经股东会议决定，公司原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自登
报之日起作废。任何加盖上述印
章的合同及其他文字材料等自
2021年4月22日起我公司不予认
可。特此声明

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声明
本村委会曾于2021年4月17日在
《海南日报》第A10版刊登关于与
海南发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外
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租
赁合同》的公告。因公告内容未经
法定程序讨论决定，本村委会现声
明该公告内容作废。特此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道堂村民委
员会

2021年4月22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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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供 求

成熟芒果园合作转让
三亚南田400亩芒果园和乐东九
所500亩芒果园合作转让，电话
13876927733。

转 让

求购海南土地、房产
联系人：刘先生18523293670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声 明

肖志军一早带着 5位村民上
山，清理林下的杂草灌木，为种植中
药材重楼开垦合适的土地。

“从找合适的地方开始就要手
把手教村民，林下庇荫、缓坡多水的
地方最好……”52岁的肖志军是重
楼种植“土专家”，来自云南省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银坡
村，研究种植重楼已10年有余。

重楼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的功效，为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
而对于峡谷山民来说，发展重楼产
业也成了一个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

“良方”。
怒江州98%以上土地为高山

峡谷，贫困发生率曾高达56%。肖
志军从小生活的银坡村藏在怒江大
峡谷的山坳里，长期交通不便，群众
生活贫苦。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入
不敷出，5毛钱的圆规和2.5元的学
费都拿不出来，我小学就只得辍学
了。”肖志军说，他辍学后肯吃苦、善
动脑，从放牛羊到搞运输，再到拉砂
石、做建筑……走出大山在外打拼
多年后，生活渐有起色，归来时已成
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

“山上明明有很好的资源，可村
民们却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回
忆起儿时进山采药的经历，有了财
富积累的肖志军打算回乡创业做

“山的文章”。
海拔1800米至3100米，山上

到底该种什么？“中药材重楼适合在
高海拔地区生长，野生重楼越来越
少，市场缺口大、前景广。”肖志军尝
试草果种植失败后，吸取教训向专
家咨询，经过市场调研后，终于认准
了方向。

“散户种重楼，一缺技术、二没
资金、三没渠道，从幼苗到长成在自
然条件下要七八年时间，经济见效
慢，村民种植意愿低。”肖志军说。

克服传统种植的“小散弱”才有
奔头。肖志军投入上百万元资金，
成立泸水银坡春灵种养开发基地有
限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村党

总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合作模
式，带动周边村民共同参与，既调动
了贫困户的积极性，也让大家很快
尝到了甜头。

52岁的村民杨学荣家曾是建
档立卡户，过去常年奔波在外打
工。“现在不用出去干活，在重楼基
地打工就有工资，年底还有分红
拿。”杨学荣笑着说。

肖志军的努力得到了各级党委
政府的支持。老窝镇代镇长和继生
说，结对帮扶的广东省珠海市注资
200 万元扶持重楼产业发展。
2012年至2014年间，肖志军及其
团队在相关部门的协调帮助下，外
出“取经”系统学习重楼种植和管理
技术。

建设苗圃、拉遮阴网、架设管
线、改良土壤……2015年，学成归
来的肖志军改变之前粗放的种植模
式，尝试标准化仿野生重楼种植。
2016年，基地重楼种类达6种，成
活率90%。穷山坡成了“聚宝盆”，
肖志军逐渐被当地群众称为“重楼
大王”。

“只要村民有意愿，我们就传授
技术和提供免费种苗，有合同保障，
收购价格上不封顶、下有保底，不愁
卖。”肖志军说，目前，银坡村上百户
村民都种植了重楼，每年73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都能拿到重楼种植分红
款4.8万元，持续了3年。

近年来，肖志军的身影活跃在
峡谷高寒山区的村村寨寨，无偿向
群众传授重楼种植技术。2016年
至2020年，肖志军在怒江州9个乡
镇推广重楼种植，为农户补贴种植
资金，共带动4772户农户种植重楼
3000多亩，其中建档立卡户3682
户，增加群众收入300多万元。

高山种重楼，良药治“贫疾”。
“巩固发展好重楼、黄精、石斛等中
药材种植，以及独龙牛、黑山羊养殖
等为一体的生态产业，带领村民们
继续致富。”肖志军有了新愿望。

（新华社昆明4月22日电 记
者赵珮然）

怒江州：

高山种重楼
良药治“贫疾”

同心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