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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乡村振兴局揭牌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乡村振兴局近

日在那大镇揭牌，该局为市政府工作部门，机构规
格为正处级，由市农业农村局统一领导和管理。

按照要求，儋州市把市扶贫工作办公室重组
为市乡村振兴局，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
筹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儋州市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乡村振兴局成立标志着儋州

“三农”工作实现历史性转移，儋州乡村振兴工作
进入全面推进、阔步发展的新阶段。市乡村振兴
局将适应新形势，树立新理念，探索新思路，推动
脱贫攻坚政策举措和工作体系，逐步向乡村振兴
平稳过渡，推动乡村振兴开新局、见实效。下一步
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有序推进机构职能调整优化，健全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做好乡村振兴产业和稳
岗就业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出现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事业。

新阶段■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在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委会文化室旁边的一片撂荒地，长满杂
草。这片5亩的撂荒地原是村民的林地，近日，村委会调整村庄规划
后，将其变成建设用地。石屋村委会投资50万元，与海南甘田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成立合作社，开发相思茶种植深加工项目，将在这片
撂荒地建设加工相思茶的厂房。海南甘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潘勇说：“原来无建设用地指标的难题解决了，已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不久将动工建设厂房。”这是儋州市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编制
和实施后出现的新气象。

为做好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儋州市委、市政府2019年初组建市规
划编制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建立市政府、职能部门和镇政府三级村庄规
划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截至目前，该市230个行
政村分类已报送省里，3年行动计划“应编尽编”的60个村庄规划编制
提前完成，促进全市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整治。

近日，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乡村解决村庄
规划面临的难题。他指出做好村庄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认真做好村庄规划编制，用规划指导村庄建设、产业发展和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等，以规划为引领，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培植重点发展产业，打造
乡村振兴的儋州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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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黎有科 羊文彪

眼下正值制作销售粽子旺季，儋州市
粽子生产企业加班加点生产粽子，通过
电商平台把粽子销往北京、上海等全国
各地；走进儋州市那大镇幸福街、立新街
等街道，顿时闻到粽子香气，街道两旁很
多铺面都在包粽子、煮粽子。比较2020
年同期，儋州粽子产业恢复性增长趋势
明显。

端午节临近，儋州市60多家大大小
小的粽子生产企业都忙碌起来，每家粽子
企业的工人每天都加班加点包粽子，确保
满足节日市场供应。儋州粽子是海南三
大名粽之一，既有猪肉蛋粽、排骨蛋粽、猪
脚蛋粽、豆粽、虾米粽、红鱼蛋黄粽、碱水
粽等传统口味粽；近年又开发玫瑰粽、水
晶粽、椰香粽等新品种，颇受市场欢迎。

近日，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每天都
接到上海、北京、重庆等地1万个粽子订
单。6月2日，在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
的粽子生产车间，海南日报记者看到，除
了洗粽叶和淘米采用机械化作业，包粽子
仍然是传统手工包法，经过蒸煮、冷藏和
包装后，粽子运往全国各地。公司负责人
田传明说：“这大半个月都在忙着生产、备
货、发货。”

在儋州涵瑶食品有限公司的粽子生
产车间，工人同样忙碌。工人每包好1个
粽子都放在电子秤上秤，保证每个粽子的

大小和重量达到要求。工人手法娴熟，包
好的每个粽子重量都相差无几，一个熟练
工1人1天能包四五百个粽子。公司负责
人孙少仁说：“每天都接到2000个粽子的
订单。除了生产猪肉蛋粽、水晶粽、碱水
粽外，还根据顾客需求安排生产其他的粽
子，尽可能地满足顾客需求。”

6月4日，在儋州市那大镇幸福街139
号粽子铺里，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大盆
五花肉、一大筐糯米、一大盆黄橙橙的咸
鸭蛋黄，5个妇女围着桌子，有的拣肉，有
的分粽叶，有的包粽子，有的绑粽子，不停
地忙碌。这家粽子铺经营梁氏粽子，生产
红豆粽、鱼鳔粽、虾米粽、碱水粽、排骨蛋
粽、猪脚蛋粽等，大部分粽子都销往海口、
三亚以及省外的北京、深圳等地。采用本
地跑海鸭蛋、海鲜干货、黑猪肉等食材，粽
子除了保留儋州粽子传统风味外，肉馅则
选用猪脚、排骨、猪腿肉或者五花肉。包
粽子的过程特别注重卫生，让消费者放心
购买。该粽子铺经营者梁春介绍，截至6
月4日，订单已突破10万个粽子。

近2年来，受非洲猪瘟、新冠疫情、以
及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儋州市粽子
生产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大，产量和生产都
受到很大影响。儋州市粽子协会负责人
简国平说：“2021年儋州粽子产业恢复性
增长趋势明显，从全市60多家大大小小
的粽子生产企业接到的订单来看，今年端
午节前后可生产粽子1000万个，产值1.3
亿元至1.5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20%
以上。” （本报那大6月7日电）

粽子产业实现恢复性增长
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儋州 诱人

儋州邀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参与监督“网红餐厅”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覃凯）近日，儋
州市开展“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邀请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和餐饮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
代表人士，组成联合检查工作组，实地监督检查

“网红餐厅”食品安全。活动从5月开始，至11月
结束，每月开展一期活动。

儋州市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联合检查工
作组，先后到那大镇6家“网红餐厅”突击监督检
查，重点检查这些“网红餐厅”的设施配备、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原料进货台账查验记录、餐饮食品加
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垃圾分类、“禁塑”、公筷
公勺使用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当场出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网红餐厅”对照整改项目
清单限时做好整改。

据悉，本次检查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
上订餐数量大、频次高、人气排名靠前，以及新媒
体平台上群众关注度高的“网红餐厅”等为重点，
引导社会公众关心餐饮食品安全，共同促进餐饮
服务单位提高服务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

新方式

儋州送出2份“大礼”

保护流动儿童
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近日，儋州市送给儿
童2份“大礼”：《儋州市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免疫规
划管理办法》日前实施，有效期5年；儋州“为了明
天-关爱儿童”项目揭牌，80名留守儿童收到儿童
节礼物。这是6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有
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建立健全流动人口适龄儿童预防接种
证、册制度，市卫健委向社会公示辖区预防接种单
位及其责任区域，流动人口适龄儿童按照就近或
划片的原则实施预防接种，流动人口接种对象与
本市接种对象享受同等的免疫接种服务，预防接
种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为流动人口适龄儿童
提供免疫规划预防接种服务。儋州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产科指定专人负责预防接种工作，在新生儿
（无接种禁忌症）出生后24小时内完成乙肝疫苗
第一针及出院前卡介苗接种工作，为其办理预防
接种证和填写接种相关记录，并对儿童监护人发
放疫苗接种告知书等。

近日，儋州市“为了明天-关爱儿童”项目揭
牌暨儿童节礼物发放仪式在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
举行。中华慈善总会联合省慈善总会、市慈善总
会向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捐赠12万元，建设“关
爱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提供学
习、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新举措

儋州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

动态监测特殊群体防止返贫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从6月3日至25日，儋

州市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开展对全市特殊群体监
测集中大排查，摸准查清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健全
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住防止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排查对象为儋州市农村常住居民，重点排查
建档立卡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含已消除风险农
户）、农村低保对象、特困户、临时救助人员、弱劳动
力人员、重度残疾户、大病重病和负担较重的慢性
病患者、失能老年人口、因病因灾因残因意外事故
等刚性支出较大和收入大幅缩减的农户、家庭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年度本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1.5倍（即7650元）未入监测范围的农户等特
殊群体，以及“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未得到保
障的农户。对未解除风险的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
易致贫户，重点排查帮扶措施是否针对致贫返贫原
因；是否落实到位且取得成效；对困难程度较深的，
是否采取特殊手段加大帮扶力度，根据实际需求增
加额外的帮扶措施。对已解除风险的脱贫不稳定
户和边缘易致贫户，重点排查帮扶措施是否有成
效，收入是否稳定；“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是
否得到保障；返贫致贫风险是否真正消除等等。

新思路

村庄路、光、电、气、水“五网”
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灾害应
急避险等公共服务设施欠账多，村
庄建设无序，风貌管控缺失等，是
儋州市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儋
州市以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促进
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在利用村庄特
色资源上做足文章，重点整治人居
环境，大力建设美丽乡村。

遵循村庄规划，大规模完善村
庄水电供应、村道硬化、排污实施等
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服务设施
的短板。走进大成镇新风村委会，
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水泥村道干净
整洁。“近2年来，统筹用好省市等扶
贫资金1亿余元，建设全村的供电供
水、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水电路、
排水排污、田洋整治等项目均已完
成。”陈乾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安
装827盏太阳能路灯，每个自然村
的夜晚都是明亮的；村里通光网，5G
信号全覆盖；新铺设自来水配水管
道20.2公里，家家通自来水；新建村
道14.1公里，村道铺水泥路面8.2公
里；新建污水处理站8座、生态池8
座，彻底改变村庄污水横流、粪污遍
地状况；新建1000多平方米的文化
广场，成为村民锻炼身体、唱儋州调
声的好地方。建篮球场、休憩广场，
种植乔木，铺设地被等，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在编制和实施村庄规划时，儋
州市全面保护村庄文物古迹、历史
建筑、传统民居，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维护特色村民族、地

域、乡土文化元素。中和镇七里村6
公里长的狭窄地段，有玉蕊树近1.4
万株。《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村庄规
划（2020-2035）》充分挖掘玉蕊文
化、东坡文化和中和古镇文化的内
涵，确定为特色保护类村庄，规划重
点保护村里的玉蕊林，坚决制止侵
占和滥用林地的违法行为。规划到
2035年，基本形成农业为基础，文
旅为带动，生态为核心的产业总体
框架，打造“玉蕊文化乡村嘉年
华”。规划玉蕊文旅综合产业区：依
托淡水湿地玉蕊林特色资源，发展
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农业旅游等产
业。该村村党支部书记何耀助说：

“抓紧落实村庄规划，开发村里的旅
游资源，做大旅游产业。”

儋州市编制村庄规划时坚持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原则，保留村
庄山水林田湖等独特的自然风貌
和田园景观。新州镇黄玉村北临
北门江，西至新英湾，产业以水产
养殖为主。《儋州市新州镇黄玉村
村庄规划（2020-2035）》明确，到
2035年，打造休闲渔业产业融合
示范区。规划乡村旅游体验产业
区：建设以渔村文化、传统文化等
为核心的产业区；规划休闲渔业旅
游产业区：建设以滨水休闲为核心
的产业区；规划休闲渔业养殖产业
区：建设以渔业养殖为基础、休闲
渔业为动力的农旅产业区；规划传
统特色养殖产业区：建设极具地方
特色的渔业文化观光体验产业
区。 （本报那大6月7日电）

长期以来，影响儋州市乡村发
展的瓶颈之一是缺少村庄规划，造
成土地资源、产业格局、乡村环境、
生态环境等缺乏指导约束。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流失加剧，农田撂荒现
象严重，另一方面规模化发展农业
产业租不到成片的农田；村庄零零
散散的建设用地长期闲置，但农业
企业又找不到建设用地。村庄规划
极大促进全市农用地整治、建设用
地整治，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
求。2018年以来，全市农用地储备
充裕，土地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流
转4773亩土地给企业用于发展高
效农业产业；累计流转农村土地约
6.3万亩，农民增收6425万元。

《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村庄规
划（2019-2035）》明确以耕地占补
平衡和增减挂钩政策为驱动，促进
土地要素科学配置、合理流动，统筹
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耕地提质
改造、低效林和园地整治等，以补充
耕地和耕地提质改造相结合方式，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增加耕地数量，
提高耕地质量，至2035年，通过实
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9公顷。石屋
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范国文说：

“优化升级产业特色，利用闲置农业
用地，村里发展起九品莲花、相思
茶、山茶油、小龙虾等特色产业。”

“村里与海南甘田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成立合作社，第一期将种植
500亩相思茶树，5年将种植2000
亩相思茶树，每年村里管理费收入
可达20万元以上，增加村民收入。”
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毛湘峰说，编制村庄规划
后，从2020年至今，盘活闲置土

地，调整建设用地约13.5亩，满足
产业项目用地需求，其中相思茶厂
房用地5亩、自行车驿站用地400
平方米、割胶体验基地用地200平
方米、九品莲花基地用地300平方
米、稻虾共育基地600平方米等，破
解产业项目用地紧张的难题。

编制村庄规划，推动房地一体
化确权登记，儋州市兰洋镇皎月村
委会、大成镇新风村委会，已提前
完成房地一体化确权登记。宅基
地等确权，盘活闲置土地，推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村民
收入。“请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
究院的专家进村，为新风村编制村
庄规划。”新风村支书、村主任陈乾
丽说，规划村里以乡村民宿旅游为
核心，打造集“民宿+乡旅+康养+
特色农业”为一体的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总规划面积为9921亩，一期
起步区位于白地村、可久村，规划
用地面积约1500亩。

村庄规划后储备的成片农用
地对外招商，吸引农业企业进入儋
州市投资。从2020年8月至今，儋
州对外推介招商31宗地块、共4.65
万亩农用地，吸引众多企业洽谈并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已落地投资建
设的企业有3家。海南省联明农业
有限公司承接王五镇妙山村1536
亩和峨蔓镇大桥村1660亩土地，
投资发展火龙果等热带高效农业
产业，计划2年内扩种至上万亩；海
南花之旅农旅开发有限公司承接
土地500亩，用于建设儋州现代特
色花卉苗木种植基地；民益（海南）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接土地
1050亩，建设地瓜种植基地。

盘活闲置土地 发展规模农业

优化要素配置 建设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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