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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14名干部接受
警示教育后主动投案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刘学）“我来交
代问题，希望组织能宽大处理……”近日，定安县教
育系统一名干部来到该县纪委监委，主动说明自己
的问题。近半个月内，陆续有14名教育系统干部
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而这些，源于一场全县
教育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形成的强烈震慑。

据悉，为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思想底线，营
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定安县纪委监委针
对近年来全县教育系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频发，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等问
题，于5月中旬牵头召开了全县教育系统警示教
育大会。

“希望个别同志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向
组织交代，尽早解决问题、改正错误，避免小错酿
成大祸……”在警示教育大会现场，定安县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要求参会人员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各
单位每一名干部。

据了解，定安县纪委监委始终坚持治病救人
原则，坚持抓早抓小，多形式开展警示教育。今年
以来，通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等形式，组织全县共480余人接受警示教育；围
绕村（社区）“两委”换届，向全县10个镇编印发放
《严肃换届纪律宣传手册》1570份、《定安县村（社
区）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选编》274份，营造良
好换届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精选本县真实案例拍摄警示
教育片，举办警示教育巡回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不断推动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
得新成效。”定安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定安组织流动接种车
送“苗”进村
为出行不便村民提供接种服务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现在不用出村就能打
疫苗，实在是太方便了！”5月25日上午，定安县
翰林镇中瑞居南岭联队，一名村民在新冠疫苗流
动接种车前顺利接种后感慨道。

为进一步满足群众接种需求，方便村民就近
接种，定安县卫健委于当日启动了该县“送‘苗’进
村”接种活动，分别派出定安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与
定安县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入村前往多个指定新冠
疫苗接种点，为平时出行不便的村民提供接种服
务，切实将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这一举措也得
到众多村民的称赞。

“翰林镇中瑞居南岭联队地处母瑞山区，存在
群众交通不方便，不能及时接种等实际困难。我
们将此次活动与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相结合，
通过实际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群众带来
更多便利服务。”定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莫周武介绍，接下来，疫苗接种流动车还会继续在
定安其他乡镇提供流动接种服务。

定安举办书香飘万家
亲子诵读活动

本报定城5月27日电 （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朱思静）5月26日，定安县“学党史 颂党恩”书
香飘万家亲子诵读暨红领巾巡讲团开讲活动在该
县城南中学启动。红领巾巡讲团讲师、8组展演
家庭及师生代表120余人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红领巾巡讲团讲师向孩子们宣讲
红色故事，8组家庭以配乐朗诵的方式，在台上声
情并茂地诵读了《祖国的春天》《少年中国说》《月
光下的中国》《红烛》等篇目，获得了阵阵掌声。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定安首期“学党史 颂党
恩”书香飘万家亲子诵读活动。该系列活动还将
陆续走进7所中小学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家庭
教育作用，在全社会营造爱党爱国爱家的良好氛
围，在广大学生、家庭中播下知党情、颂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的种子，培养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的
良好习惯。

定安发出首张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电子证照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获悉，定安日前发出该县首张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电子证照，海南海山蔬菜
加工有限公司冷链净菜加工项目成为定安首个享
受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机器赋码和电子证照便
利的项目。这项服务的推出，标志着定安工程建
设领域投资项目自申报至取证实现全程电子化，
数据信息将代替企业群众跑腿，定安不见面审批
服务迈上了新的台阶。

据悉，定安首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电子
证照的推出，是该县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之一，也是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一步。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每张《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电子证照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扫描后可实时
获取证照信息，也可快速鉴别真伪。电子证照与
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全省采用统一模板，
可作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无须再提交纸
质证照。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广电子证照，进一步
提升行政许可电子证照应用的便民服务水平，持
续推进行政审批服务改革，助推定安优化营商环
境，用更加优质高效的审批服务，为企业和群众带
来满足感和获得感。”定安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

“旅游+”“文化+”“体育+”……纵
览本届端午美食文化节，不难发现其中
亮点频现。

今年的端午美食文化节就融合了
“定安幸福跑”活动。这不仅是定安着
力打造体育活动品牌推出的一项重要
活动，还将重点围绕“庆祝建党100周
年”营造活动氛围，在努力奔跑中展现
定安人民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昂扬面貌。

除了让游客吃得尽兴，6月11日启
动的美食音浪嘉年华活动还将首次融
入音乐节元素，邀请国内知名摇滚乐
队、歌手共同参与，让游客在品尝定安
地道美食的同时，得到好吃好听好玩的
三重体验。

南丽湖畔啤酒鸡饭店、香世界·香
草田园……端午美食文化节启动仪式
上，这份新鲜出炉的“定安美食文化地
图”一经发布，就引起了游客广泛关注。

“过去不少朋友会问我们，来定安
究竟要‘去哪里吃’‘到哪里玩’？现在
只要用手机扫二维码便一目了然，地
图上囊括了定安最受欢迎的景区、餐
厅、酒店，一图在手就能掌握定安全域
旅游资源，轻松玩转定安。”定安县发
改委副主任王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这份地图还特别设计了打卡功能，市
民游客可以到地图上的点位边玩边扫
打卡，累积打卡3次以上就可以兑换端
午幸运礼包，打卡点位越多获得礼包
的价值就越高。

免费门票、免费房券，还有多家餐厅
的免费用餐券、打折券、代金券……充满
创意的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惊喜福袋同
样令人期待。“平均每只福袋的价值超过
百元，我们用福袋装载满满诚意，真诚欢
迎大家来到定安，品读古城，‘粽’享定
安。”定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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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记者同志，3月至今，我们粽子
订单已经超过8万个！”5月27日上
午，当海南日报记者再一次见到定安
冷泉青梅粽子厂老板黄月飞时，她立
马兴奋地向记者分享了这一好消息。
虽然距离端午节还有大半个月，但黄
月飞家的粽子订单量，已经远超过去
年端午期间6万多个的总销量。

与黄月飞结缘，源自她的品牌冷
泉青梅粽。家住定安县龙门镇龙拔塘
村的黄月飞，从小包得一手好粽子。
钻研粽子制作工艺近30年的她，一直
梦想创立自己的粽子品牌。

2019年，黄月飞借着村里建设美
丽乡村的契机，向龙门镇政府提出了
想要建设粽子厂发展粽子产业的想

法，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政府部门
的大力支持，当年6月她就成功注册
了海南定安冷泉青梅食品有限公司。
定安县粽子协会也授权其使用“定安
粽子”地理标志。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黄月
飞粽子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标准不断
升级，为更好推广黄月飞的冷泉青梅
粽，村干部帮助黄月飞协调相关部门，
对冷泉青梅粽子品牌进行策划、包装
与推广。让她惊喜的是，在2020年举
办的“当文宗遇见青梅”定安粽品牌推
介会上，自家粽子的初次亮相就让不
少游客赞不绝口。

“从那时候起，我们厂的订单就从
没断过。”黄月飞笑着与记者分享，其
中有不少还是回头客。“很多朋友尝了
我们家粽子觉得好吃，就加了我的微

信长期订购。很多都是内地的顾客，
分布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

好口碑自然也不缺好销量。
2020年端午期间，冷泉青梅粽总销量
竟一举突破6万个，销售额达到90多
万元。

冷泉青梅粽的热销也带动当地村
民就业，李宗荣与李国冰夫妇便是
一个例子。“包裹一个粽子7毛钱，我
一天最多能包500个。我老公在厂里
负责煮粽子，一天也能挣200块。”李
宗荣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光是去年端
午节，夫妻俩在冷泉青梅粽子厂就赚
到2万余元。正是有了这份额外的
收入，他们重新修缮了自家的房子，生
活条件不断改善。这样的故事，如今
在龙拔塘村并不少见。

冷泉青梅粽子品牌虽然成立时间

不长，但是却凭借其独有特色的味道
备受市场青睐。

“我们的名字虽然叫‘青梅’，但
其实与食物‘青梅’并没有关系，这里
的‘青梅’其实指的是定安史料中记
载的青梅姑娘。”黄月飞将自己的品
牌故事、创作灵感娓娓道来。她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自2010年举办第一
届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起，自
己见证了定安粽子从一种传统的节
日食品，逐渐发展壮大为一个绿色、
生态的富民大产业。这得益于定安
粽子行业统一的高标准，更离不开定
安县委县政府多年来对粽子品牌的
不断深耕。

“正是有了定安粽子品牌和定安
粽子文化的双重加持，我这颗小小的
青梅粽才有了更多在市场上展示的机

会，慢慢‘包’成了今天龙拔塘村的一
大致富产业，发展道路越走越宽！”黄
月飞笑着说。

得益于去年的好成绩，黄月飞今
年对设施设备再一次进行了升级。如
今的冷泉青梅粽子厂生产规模比过去
更大了，当地参与就业的村民更多了，
粽子的产量更大了，从全国各地飞来
的订单数量也更多了。

黄月飞告诉记者，如今的她有了
新梦想——带着村民壮大冷泉青梅粽
子厂，产业引领趟出龙拔塘村的乡村
振兴路。

“记者同志，希望下次再见到你
时，我们的粽子厂又有了质的飞跃！”
采访临近结束时，黄月飞的笑容里流
露出满满信心。

（本报定城5月27日电）

文化与品牌双重助力，定安冷泉青梅粽订单远超去年同期

粽子飘香幸福来

以美食为媒，迎八方来客，但定安
的目光从不止于美食。除了服务众多
美食消费者，定安还将视线投在了招商
引资的潜能上。

“从目前的招商情况上看，端午
美食文化节的吸引力非常可观。”王
宁笑着告诉记者，煌上煌、蜜雪冰城
等众多国内知名企业将参与今年的
美食音浪嘉年华活动，不少省内和定
安县的餐饮企业也纷纷响应，希望获
得参展契机。

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不同地域的
特色美食，食用油、富硒大米等定安粽子
延伸产业链企业也将携手参与，借助美
食文化节平台优势，壮大定安粽子产业

集群效应，释放
定安粽子经济
新活力。

在李海阳看来，端午美食文化节不
仅是一次“引投资”的良好契机，更是营
商环境的一次“大检阅”。“我们将以活
动为契机充分展现定安干部的良好作
风，不断锤炼干部的综合业务素质和服
务效能，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增强定
安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
力。”李海阳说。

以美食会友，共享发展红利。如今
的定安，正积极打造一座以美食扩内
需、促消费、引投资的“美食之城”。定
安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以端午
美食文化节为契机，进一步激发经济社
会发展潜力，更好地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和“海澄文定”综合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加快打造开放包容、宜居宜业、充满
活力的美好新定安。

（本报定城5月27日电）

十二年，游客对定安端午美食文化
节抱以更高期待的同时，定安也在自我
加压，寻求蜕变。

“如果说往年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
引客来，那么今年我们则在提升游客的
体验感和参与度上做了更多探索和尝
试。”定安县发改委主任李海阳介绍。

为了增强与游客的互动性，定安结
合时下流行的直播带货、短视频等形式，
借助多种媒体平台，在本届端午美食文
化节中推出“网红探店打卡”活动，邀请
本土人气短视频平台博主和游客到店品
尝，线上线下结合，推介地方特色美食。

“凡是到店打卡的游客，只要在指定
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我们都将为其提供
九折优惠。”在新泰来酒楼总经理刘永超
看来，新颖的传播方式既能让游客赚到实
惠，又能让商家赢得口碑，一举多得。

网红打卡探店版块活动负责人刘

一凡则看得更为长远。他认为，聚合新
媒体平台的力量，不仅能推动流量变
现，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还能带动
当地餐饮企业家探索新的营销模式，多
种渠道让定安美味口口相传。

刘一凡告诉记者，本次“网红探店
打卡”活动还增设了“定安美食推荐官”
和“定安网红餐厅”推选环节，“目前已
经有20家餐饮店希望参与到此次探店
活动，其中不少都是只有当地人才知晓
的地道美味。”

“以往提到定安，大部分人想到的
都是仙沟牛肉和菜包饭。我们希望通
过创新的形式让更多游客体验定安多
样的美食文化，通过实地寻味形成商家
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在集聚客流的同
时不断扩大内需市场，刺激定安形成新
的美食消费增长点，为定安的美食经济
带来新动能、新动力。”李海阳说。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会跳舞的牛肉、妈妈味道的菜包饭、软糯浓香的粽子……提起这些定
安美食，你的味蕾是否早已按捺不住跳动？

5月26日上午，备受关注的2021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拉开
帷幕。在启动仪式上，定安美食文化地图、美食音浪嘉年华、定安幸福跑
……定安用一揽子创意产品和特色活动，邀请来客一同感受古城文化魅
力，“粽”享定安美食美景。

以美食之名，搭建共享平台。自2010年创办以来，每届端午美食文
化节都以鲜明的主题和独特的创意，吸引众多游客到定安赏美景、品美
食。荏苒十二载，定安依旧不断思辨探索如何通过这一全民盛会搅动美
食经济“一池春水”，成为激活定安经济发展新动能。

亮点频现 多项活动引期待

寻求蜕变 创新方式促增长

激发潜力 强化服务引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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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
定
安
）
端
午
美
食
文
化
节
系
列
活
动

5月15日

“五月黄竹，果荔全开”中国旅
游日暨海南定安精品旅游路线

推介大会

5月18日

“活力新定安 琼韵醉古城”
琼剧主题晚会

5月19日-22日

“活力新定安 琼韵醉古城”
琼剧大戏台

5月24日

定安粽文化体验之旅

5月25日

“活力新定安 琼韵醉古城”
名家琼剧大讲坛

5月26日

2021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
文化节启动仪式

5月26日-6月30日

抖音话题挑战赛
网红探店打卡活动

6月11日

“品读古城 粽享定安”2021年
定安端午晚会暨美食音浪

嘉年华开街仪式

6月11日-6月14日

2021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
文化节美食音浪嘉年华

6月20日

2021定安幸福跑

5月-6月

“活力新定安 琼韵醉古城”
琼剧大擂台

6月30日

定安百里百村品牌发布会暨
乡村旅游专题推介会

制图/孙发强

整理/叶媛媛

定安粽子

菜包饭

仙沟牛肉

南丽湖啤酒鸡

仙屯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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