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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新阵地
儋州新建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李秋欢）近日，儋州市新的市级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基地在那大镇建成，成为该市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新阵地、新平台。

2020年6月，儋州谋划在那大镇建立新的市
级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组织人员到湖南、广东
等地学习取经。新的市级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建在那大镇综合服务大楼4楼，总面积约900平
方米。外场雕塑正面刻有基地名称，侧面有入党
誓词，党员干部参观前可在此重温入党誓词。室
内展厅设有“政治立魂”“严管立威”“警示立戒”

“党性立心”4大功能展示区域。
儋州四套班子成员等集中观看党风廉政建设

专题片，观看职务犯罪案例图文展示墙、忏悔视频、
模拟监狱等。通过一个个身边典型案例，接受反腐
倡廉警示教育，时刻牢记铁令铁规，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参观“党性立心”和“儋耳清风”展示
区时，聆听革命先辈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崇廉拒腐
的故事，以及党的领导人营造良好家风的故事。儋
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要求严格对照“三
严三实”作风建设要求，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牢记
党的宗旨，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为民、
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为建设好发展好儋州贡献更大力量。

守护绿水青山新抓手新抓手
儋州部署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李秋欢）儋州市委部署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海南西部中心
城市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
求。这是特约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儋州市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专题会议上获悉的。

生态环境保护是“国之大者”，事关儋州长远
发展。该市全面梳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对儋州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对照问题认领任务，找
准问题，坚决整改，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要以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为目标和抓手，倒逼生态环境
领域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扎实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确保儋州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不断改进作风，从裸露
黄土整治、近海水产养殖清退、河湖污染整治、垃圾
及污水处理等具体事项入手，狠抓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以生态环保的工作成效检
验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的成果。

整治违法建筑新成效新成效
那大镇提前处置完59宗图斑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邓罗兰）近日，儋州市那大镇侨植农场二队木材
加工厂一处“违建”屋顶的最后一块铁皮被拆除，
这标志着那大镇提前1个月完成辖区内59宗“四
定双签”图斑处置工作，拆除违法建筑面积约1.15
万平方米，完成了“两违”未处置图斑的清零任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儋州市那大镇的城
乡结合部出现了不少“两违”，该镇先后查出“两
违”图斑5534宗。近期，那大镇党委、镇政府严格
按照应补尽补、应拆尽拆的原则，分类处置59宗

“四定双签”图斑，通过补办手续、拆除等方式，完
成全部“四定双签”图斑的处置工作，既保障了群
众的合法权益，又打击了“两违”，为该市如期完成

“四定双签”图斑处置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初，我们从强化政策宣传、保持高压控

违态势、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等方面入手，启动
‘四定双签’图斑处置工作。”那大镇党委副书记、
副镇长杜滔说，截至5月26日，该镇已处置“两
违”图斑4196宗，挂账销号完成1338宗，销号率
75.8%，在儋州排名第一。那大镇对“违建”零容
忍，共依法拆除“违建”640宗，面积约21.2万平方
米，拆违宗数和拆违面积均排名儋州第一。

提升办学水平新思路新思路
儋州派教师赴沪苏研修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夏佟）近年来，儋州市采取引进国内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选派教师到国内名校研
修等方式，加快建设海南西部教育中心。5月28日，
为期6天的儋州市“学校管理改进与内涵发展提升
工程”项目学校教师赴沪苏名校研修活动结束，白马
井中学等7所学校的40名教师参加研修活动。这
是5月30日特约记者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第六中学、南丰中学、白马井中学、儋耳
实验学校、兰洋镇中心学校、木棠镇中心学校、长坡
实验小学等7所学校，与上海创高教育管理发展中
心签约，共同实施“学校管理改进与内涵发展提升工
程”项目，推动这7所学校突破发展瓶颈，提高办学
质量。白马井中学等7所学校的40名教师赴沪苏
名校参加研修活动，是实施“学校管理改进与内涵发
展提升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儋州希望通过开展
研修活动，把上海、江苏名校先进的办学管理理念、
教育教学方法引入儋州，提升儋州中小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南丰中学的教师王精勇表示，在参加研
修活动期间，他认真学习上海、江苏名校教育教学方
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回来后将把所学融入日常教学
中，为建设海南西部教育中心作出贡献。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市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近期通过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组织的创建绩效中期评估。

成片的橡胶林是儋州乡间的
一条绿色风景线，儋州是我国天
然橡胶产业的发源地之一，也是
保障我国橡胶战略资源安全的主
产区之一。2002年，该市启动建
设儋州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面积
126.48万亩，覆盖3个镇、49个
村、31.44万人，以天然橡胶为主
导产业。2019年该产业园入选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
以橡胶种植为基础，推动良种良
苗繁育、林下种养、橡胶初加工、
深加工。经初步核算，2020年园
区总产值约52.1亿元，其中主导
产业产值达33.36亿元。

近日，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
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调研并现场解决难
题。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要
强化科研平台建设，发挥人才优
势，持续研发新品种、新技术，不
断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
用。充分利用橡胶林发展林下经
济，结合儋州气候、土壤等条件，
因地制宜加快林下经济发展步
伐，增加胶农收入，助推儋州农业
产业化发展。积极开展技术革
新，进一步推动橡胶加工产业链
降低成本、提质增效，积极融入儋
州滨海新区与洋浦港产城一体化
联动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
献力量。

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不断提
升橡胶主导产业规模与效益。园区林地
总面积75.25万亩，天然橡胶种植面积约
59.6万亩，主导产业覆盖率达79.3%，其中
39.7万亩天然橡胶实现规模化经营，适度
规模化经营率达66.51%。

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规划建设橡胶高产标准化
种植示范基地，开展橡胶树高产高效综合
栽培技术示范、建设热带生态农业科研试
验基地、建设国家级天然橡胶科技创新基
地、进行民营标准化胶园集成技术示范推
广等。据抽样统计，园区橡胶高产标准化
种植示范基地的天然橡胶亩均年产干胶75
公斤，超过园区外橡胶林10公斤以上。

5月27日，在儋州和庆镇美万村村
民王瑞光的橡胶林里，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10年树龄的橡胶树约20米高，树干
挺拔，两排树之间，分布着很多约1.5米

长、0.4米宽、0.4米深的土坑。“我家的
5.7亩160多株橡胶树，是高产标准化种
植示范基地，按照标准化要求，在这些土
坑内放26公斤有机肥（羊粪），再放2公
斤复合肥，压青草30公斤，让橡胶树有
充足的营养，长得好，多产胶水。”他告诉
记者，从河南运来的羊粪、复合肥、青草
等，都是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配
送到橡胶林的，每亩橡胶林肥料和挖掘
机作业费约1000元，自己一分钱没出。
进行标准化种植管理后，他家胶林亩均
年产干胶量增加了约20公斤，让他家有
了更多种胶收入。

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力发
展绿色农业，引入橡胶树病虫害飞防飞
控、主要经济作物减肥减药等示范推广
技术，有效提高肥料、农药、除草剂的利
用率。围绕橡胶树种养、加工等实施生
产标准和行业标准15项，园区内节水灌

溉覆盖率达91.30%，化肥施用折纯量为
7700吨，农药施用折百量为193吨，农产
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100%。

延长橡胶产业链，增强市场竞争力。
截至目前，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
橡胶加工企业有60余家，初步形成了集天
然橡胶收割初加工、乳胶加工、橡胶木加
工等于一体的加工产业链，2020年橡胶及
橡胶木材加工产值约22亿元。

位于儋州市北部湾大道旁的儋州庞
玉颜实业有限公司木材精深加工厂，总投
资1.3亿元，加工橡胶木是其业务之一。
该厂加工出来的木方和指接板销往广东
的家具厂。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与
科研机构合作，研发生产环保型橡胶木家
具。目前，儋州白马井镇马口井村村民郭
科传夫妇在厂里负责锯木方，他说：“我俩
每个月工资加起来有1万多元，在这里上
班改善了家里的经济条件。”

聚“胶”主导产业 实行标准化种植

逛大集市变成团购农副产品。儋
州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曾
海平和同事买了地瓜、海产品、香蕉、
黄豆、鸡蛋等，买得太多，手提不动，借
来小推车搬运。他说：“买的农副产品
都是我喜欢吃的，为了帮助脱贫户巩
固脱贫成果，就多买了一些。”

有的单位十四五名干部职工组
团到现场“扫货”，购买了10多种农

副产品，提着“战果”在现场高兴地合
影留念。

涉农企业和合作社给购买农副产
品的干部职工和爱心市民提供周到服
务，可帮忙送货到家或寄到外地。“买
合作社的板栗地瓜，可以现场拿走，拿
不动的，留下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
们负责打包发快递。”儋州江发瓜果菜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开海

说，他带来的2000斤板栗地瓜、400
斤干花生、500斤地瓜干，以及海鲜产
品、花生油等，卖得很快，“参加这次大
集市活动，收获不小”。

大集市首场活动由儋州市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儋州市供销联社、农业农村局、科工
信局、投资促进局、扶贫办等联合主
办。儋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

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2020
年，儋州举办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81
场，线上线下销售扶贫农副产品
2149万元。消费帮扶是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重要举措，今年举办‘消费
助农’大集市活动，旨在帮助全市脱
贫户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增加收
入，凝聚社会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

儋州举办2021年“消费助农”大集市首场活动

脱贫户当卖货郎 大家一起来捧场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盘悦华

近日，儋州市2021年“消费助
农”大集市首场活动在那大镇鼎尚
时代广场举办，21家涉农企业（合
作社）、来自13个镇的37户脱贫户
现场摆摊销售农副产品。儋州市
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
爱心市民踊跃购买。

在活动现场，数十个摊位列成长
长的两排，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特色农
副产品。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司、儋
州江发瓜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儋州兰洋农民七叶葡萄专业合作社
等企业（合作社）及脱贫户分别展销
海儋土糖、板栗地瓜、葡萄、荔枝、长
坡小黄牛、莲雾、百香果、蜂蜜、火龙

果等农副产品。
现场销售的特色农副产品颇受

儋州市民喜爱，有的农副产品刚摆出
来不久，就被抢购一空。在儋州东成
镇脱贫户的摊位前，不少人询问长坡
小黄牛、萝卜干、红豆等农副产品的
价格。“我带来自家种植或加工的花
生、萝卜干、红豆、黑豆等，买的人很

多。其中萝卜干最受大家欢迎，一下
子就卖光了。”东成镇官昌村脱贫户
符日多的萝卜干供不应求。他说，准
备多晒一些萝卜干，下次再拿到大集
市来卖。

有些特色农副产品平时在农贸
市场很难买到，来逛集市的干部职工
和爱心市民看到优质的农副产品，一

次买很多带回家，既献了爱心，又饱
了口福。儋州市烟草专卖局职工常
林泉提着几袋农副产品笑着说：“逛
了一圈，买了脱贫户自产的葡萄、土
鸡蛋、板栗地瓜，都是家人喜欢吃
的。大集市的农副产品售价和农贸
市场的差不多，很多是脱贫户当天采
收的，更新鲜。”

一抢而光 部分特色农副产品供不应求

一起出动 有的单位干部职工组团“扫货”

引“智”破解难题 发展林下经济

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中
国热科院、海南大学的科技和人才优势，
发起组建5个科技创新联盟，聚力破解产
业发展难题。近两年来，共转移转化科
研成果239项；集成和应用病虫害绿色防
控、农机农艺结合、水土资源节约高效利
用、投入品减量高效施用等关键技术和
模式，降低农户种植成本。

留在村里割胶的大部分是老人，胶
农老龄化、割胶成本占生产成本一半以
上是当地发展橡胶产业面临的突出问
题。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组建天
然橡胶生产机械与自动化中心，研发推
广电动割胶刀，相较于传统胶刀，单株橡
胶树割胶效率提升60%以上，整体割胶
效率提升20%以上。园区免费给部分胶

农发放价值近1000元一把的电动割胶
刀，帮助农户高效割胶。

5月27日，在中国热科院试验场3队
的橡胶林里，试验场职工钟绍媛现场演
示使用电动割胶刀割胶。她用电动割胶
刀轻轻地从橡胶树上斜着往下拉，仅五
六秒钟，一片小拇指宽的均匀薄片被割
出，白色的胶水流出。“用电动割胶刀割
胶，省时省力，割1株橡胶树只需五六秒
钟，而用传统割胶刀割，需要18秒左右。”
钟绍媛说。

儋州大力推广橡胶林下种养模式，
延伸产业链条，减少橡胶价格低迷带来
的影响。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在
橡胶林下建设种养基地，示范推广林下
循环经济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种养

产业，如在林下种植南药、斑兰、魔芋
等。探索发展“橡胶－中药－儋州鸡散
养”等形式的立体农业；形成“药－禽－
肥－药”生态循环模式；构建“林下中
药－良种良苗育繁－生态养殖－精深加
工－废弃物循环利用”生态循环价值链。

5月27日，在和庆镇美略村村民王
李安的橡胶林里，记者看到地上长着许
多碧绿的柊叶。他说：“每片柊叶收购价
0.1元，我前天割了2000多片，端午节快
到了，柊叶好卖。”和庆镇委副书记颜海
康介绍，柊叶苗1株0.3元，1亩地能种
100株，管理简单，种一茬能割叶好多年，
非常适合在橡胶林下种植，种一亩柊叶
一年可为胶农带来一两千元收入。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

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附近分布着成片的胶林。黎有科 摄

近日，儋州市2021年“消费助农”大集市首场活动在那大镇举行，现场人头攒动。 罗鑫 摄

干部职工“扫货”后合影留念。罗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