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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资金标准
儋州市补贴资金总量除以全市实际申报补贴面积得出每亩补贴标准

补贴对象
为拥有水旱田承包权且在水旱田种植农作物的农民（含承包户）和农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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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儋州市南丰镇油文村的绿水青山之间，新建两栋造型时尚
的两层楼民宿，7月8日，在民宿松涛书院，儋州市企业党支部带
动农村党支部启动仪式在此举行，示范单位儋州嘉禾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农业公司）党支部、南丰镇油文村党支部签
订协议。由此，儋州以企业党支部带动农村党支部的党建新模
式、村企联手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的探索启动。

嘉禾农业公司在油文村建设嘉禾现代休闲农业观光园项目，
建设热带农业展览馆、超级水果体验工厂区、东坡文化主题区、休
闲旅游示范区，拥有近5000亩国有出让土地，预计总投资约15
亿元，2018年开工，至今已投资7.7亿余元，计划2022年底全部
建成。该公司总经理王中海说：“打造体验式村落形态农业观光
景区，把周边4个自然村共5万亩土地及农户纳入项目总体规
划，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升级，探索以项目带动周边村
庄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积极优化海南自贸港党的组织体系，推动基层党建体制机
制创新，打造农村党建新标杆、‘两新’党建新高地、城市社区党建
新品牌，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发展优势。”儋州市委书记袁
光平说，真正把村级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为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加快农村各种资源要素整合流转，吸引社会资本，导入高效产
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挖掘乡村发展的强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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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推进加强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五年（2021年至2025年）
行动计划，儋州市决定以嘉禾农业
公司党支部、油文村党支部为试
点，以争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打造全省乡村振兴新样板为主要
抓手，建立企业党支部带动农村党
支部示范点。南丰镇是儋州市人
大常委会联系点，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王克强多次到油文村
委会现场解决难题，他说：“嘉禾农
业公司党支部争创全省‘两新’组
织先进基层党组织，打造‘两新’党
建新高地；油文村党支部争创全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打造农村党建新
标杆。发挥大企业进驻、大项目带
动的优势，村企联手打造乡村振兴
新样板。”

农村党建最大难点之一是村
级集体经济普遍较为薄弱，引进有
社会责任担当的优质民营企业助
力乡村产业兴旺，在儋州市显得尤
为迫切。2018年，嘉禾农业公司
正式进驻后，给油文村带来巨大的
变化。油文村委会用废弃小学的
11亩建设用地入股，与嘉禾农业公
司合作开发民宿，2020 年底建
成。油文村村支书周宇剑说：

“201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30万
元，2021年拿到民宿40年一次性
入股收益300多万元，迅速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40 年后，投资
4800万元建设的民宿，免费归村
集体，发展后劲更足。”

大企业进驻，企业党支部带动
村党支部拓展阵地，丰富党建活动
内容。7月1日，油文村党支部委
员与全村33名党员在村办公楼党
员活动室，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实况转播，用180

寸的投影大屏幕、现代化音响设备
播放，如临现场。“以前党员活动室
破旧不堪，只有1个小喇叭。”46岁
的村党支部委员周琼华说，嘉禾农
业公司出资60万元，把村委会上
世纪九十年代建的2层半破旧办
公楼，里外翻修一新，拓展党建阵
地，新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装修
便民服务中心、会议室、农家书屋
等，并配备办公设备，翻修篮球场，
气象一新。

加强村企党建互动，联办主
题党日活动，增强党性，牢记初心
使命。6月25日至26日，嘉禾农
业公司党支部、油文村党支部的
全体党员，一起到澄迈革命老区
罗驿村、临高海南解放公园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油文村党支部委
员陈秀波说：“因为经费有限，很
少外出过主题党日活动。这次到
革命老区、海南解放公园，现场体
验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
精神力量，将带领村民更好地推
进乡村振兴。”

“我们把企业先进管理经验融
入村党支部工作中，帮助油文村党
支部培训村干部，推荐优秀员工成
为入党积极分子。”嘉禾农业公司
党支部书记王碧君说。油文村村
民周汉朋在嘉禾农业公司当保安，
忠于职守，吃苦耐劳，王碧君推荐
他成为油文村党支部的入党积极
分子。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油文村委会委员董仁雄在嘉禾
农业公司挂职锻炼，开阔眼界，学
会用企业管理方式组织村民务工
致富。儋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王平说，“两新”党支部带动农村
党支部的党建创新之举，将有力推
进乡村振兴。

在助力南丰镇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嘉禾农业公司作出了突出贡
献。2018年至2020年，合作托管
扶贫产业资金3234万元，帮扶南
丰等10个镇建档立卡贫困户2731
户、11013 人，截至目前，分红
739.74万元。在推进乡村振兴进
程中，嘉禾农业公司党支部带动油
文村党支部将作出新的贡献。儋
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广英说：

“引入大企业、大项目，运用企业
的先进管理经验、人才、资金等，
通过党建帮扶的创新模式，带动
周边村庄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产
业兴旺，很有意义，已列入市人大
的重点工作。”

党建帮扶带动村民就业，消除
“等靠要”观念，防止脱贫后返贫。
嘉禾农业公司党支部与油文村党
支部联手，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
嘉禾农业公司目前吸纳周边村民
220多人就业，其中已脱贫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106人，人均年增收达
3.6万元以上。油文村委会石井村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周琼怀，2017年
6月进入嘉禾农业公司，每月工资
3500元，还有社保。他爱人在嘉禾
农业公司打短工，每天工钱 130
元。他说：“我和老婆打工年收入6
万多元，比以前在广州打工强。”

党建帮扶挖掘本土特色文化
内涵，以特色文化丰富乡村旅游
产品。油文村是黎族村庄，也有
附近苗族村庄的姑娘嫁进村，“嘉
禾农业公司党支部携手油文村党
支部，请来专业人员挖掘黎族苗
族文化，组织特色民俗活动。”南
丰镇党委书记郑达峰说，定期表
演“三月三”精品节目、举办黎族
苗族特色小吃活动，吸引广大游

客。去年9月25日，嘉禾农业公
司首次推出长桌宴，给游客独特
的旅游体验。今年2月，推出现场
编织黎族苗族蜡染和织锦工艺品
表演，游客可现场体验制作蜡染
和织锦等。苗族绣娘蒋四妹说，
现场表演每天工钱有50元，卖出
苗绣工艺品钱全归自己。

嘉禾农业公司党支部设立老
年基金会、助学基金会，尊敬老人，
崇尚教育，带动油文村党支部推动
乡风民风转变。从2018年至今，
嘉禾农业公司党支部每年春节、中
秋节等节日都上门慰问65岁以上
村民。今年2月2日，嘉禾农业公
司党支部的周金枝给全村48名老
人，送去米油、牛奶、糖果等年货。
68岁村民陈玉明说：“给我们送来
了温暖。”同时，每年还给村里考上
大学的学子送助学金，资助博士生
1 万元、硕士生 6000 元、本科生
5000元、专科生3000元。

走进油文村，村道整洁，房前
屋后不乱堆杂物，家家户户庭院干
净。村民周琼光家的庭院宽敞干
净：“嘉禾农业公司在村里建旅游
景区，我们也要过文明生活。”他
说，以前村民割胶后就打麻将、赌
博，有人从早到晚喝酒，村里猪粪
鸡粪遍地。现在嘉禾农业公司党
支部带动村民改变村容村貌，过上
文明生活。嘉禾农业公司总裁郑
卫江说，开展党建帮扶，今后将继
续投资改造村庄，建设村民集中居
住点。每年至少投入50万元整治
全村环境，建设景区化村庄。2021
年至2022年，将拆除清理4个自
然村无人居住房子、破旧房子，建
设美丽乡村。

（本报那大7月11日电）

拓展党建阵地 发展产业富民

整治村容村貌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那大7月11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
记者李珂）7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
市有关部门获悉，儋州市近日出台2021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进一步破解
土地撂荒难题。将直接发放给农民的补贴
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鼓励农民秸秆还田，
主动保护耕地地力，提高农业生态资源保
护意识，促进耕地质量提升，确保农民实惠
不缩水。

儋州市农村承包土地碎片化问题突出，
撂荒土地面积大，根据第三方对全市撂荒土
地进行测量，2020 年有撂荒土地面积
30250亩，分布在全市16个镇。儋州发放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解
决乡村撂荒土地难题。从去年开始，儋州市
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当年每亩耕地补贴
218.5元。

近日，在那大镇洛基村委会中英村的一
片水旱田，记者看到61岁村民郑学新在管理
玉米，他说：“我家有5.2亩水旱田，儿子外出
打工，家里没有劳力，又干旱缺水，撂荒了。
有了补贴，我今年重新种玉米，隔一段时间
种一造。”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给农民增加不
少收入，抽水浇地的电费钱有了。记者在田
头看到，郑学新用柴油抽水机从附近小溪抽

水浇灌玉米地。
2020年，那大镇水旱田撂荒1500亩，

“在市里财政每亩补贴218.5元的基础上，
镇党委、镇政府拿出280多万元发放水旱田
生产补贴，每亩增加补贴150元，引导水旱
田撂荒地复耕复种，使土地变资产，荒地变
资源，土地有产出，农民有收入。”那大镇党
委书记尹亚峰说，预计2021年将盘活1500
亩水旱田撂荒地，巩固水旱田种植面积1.9
万亩。

据悉，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
拥有水旱田承包权，且在水旱田种植农作物
（粮食作物、木本外油料作物、饲料作物和瓜
菜）的农民（含承包户）和农场（国有、集体农
场）职工。

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标准：
儋州市补贴资金总量除以全市实际申报
补贴面积得出每亩补贴标准。同时，各
镇、农场补贴实行属地管理，由管辖镇负
责辖区内的农户补贴发放，做到应补尽补、
不漏一户、不漏一亩。由代理金融机构根
据发放信息将补贴发放到补贴对象个人账
户，8月底前基本完成发放任务。7月 20
日前据实申报，逾期不报，将视为主动放
弃补贴。

儋州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7月20日前可申报

儋州深入重点项目工地查堵点破难题

解决企业困难
打造消费中心

本报那大7月11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韦斌）近日，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领有关部门
负责人深入部分重点项目工地查堵点、破难题，深
入贯彻落实全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动
员部署会精神，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确保
重点项目按计划建成。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队先后到儋州欧亚综
合体、博亚兹·商业广场、新福城商业街、望海国际
商业广场等项目工地，实地查找阻碍重点项目施
工的堵点，现场解决难题。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这些消费重点项目建
成投产后，将推动儋州打造消费中心、助力儋州加快
建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州各相关部门要加大配合
协调力度，主动靠前服务，积极作为，强化要素保障，
全力查堵点、破难题，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
重点项目业主单位坚定信心，加强现场施工管理，在
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
早日建成投产。重点项目业主单位负责人需着眼长
远，充分研究和推出更多商品类型，针对儋州及西部
市县的有效需求和潜在供给，细分市场，为消费者提
供更好更优更多的消费选择，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多
层次、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打造高品质商圈，推动中
高端消费聚集，吸引更多游客来儋州消费购物。

鼓励本地户籍人员到重点建筑项目务工

“儋州建筑工”将获生活补贴
本报那大7月11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韦雪梅）儋州市近日出台《儋州市鼓励儋州户籍
劳动力到重点建筑项目务工奖补办法》，鼓励儋州
户籍劳动力到重点建筑项目工地务工，将给“儋州
建筑工”发生活补贴，增加农民收入。这是7月
11日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鼓励儋州户籍劳动力到重点建筑项目
工地务工，从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
31日止，被吸纳进入儋州市重点建筑项目工地务工
的儋州户籍劳动力，年龄16周岁至60周岁的，统称

“儋州建筑工”，将给其发生活补贴。鼓励经营性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儋州建筑工”到市重点建筑项
目工地务工，凡介绍1名“儋州建筑工”，履行合同
或协议满3个月，给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
人300元一次性补贴奖励。鼓励儋州建筑工程队
或建设工程类劳务团队吸纳“儋州建筑工”到市重
点建筑项目工地务工，凡吸纳1名“儋州建筑工”，
履行合同或协议满3个月，给儋州建筑工程队或
建设工程类劳务团队补贴每月200元、给务工人员
每月生活补贴400元，补贴期限不超过6个月。鼓
励“儋州建筑工”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凡参加技
能培训并取得证书，培训期间给每人每天发50元生
活费补贴，每人只能享受一次，最高不超过900元。

发补贴

儋州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已发电1.21亿度

本报那大7月11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黎有科）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稳定，
自去年10月16日正式投产，截至7月9日，已完成
垃圾进厂量31.86万吨，垃圾入炉量25.47万吨，发电
量达1.21亿度。这是记者从儋州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海南省落实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措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一项重
大民生工程。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
吨，分二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总投资6.407亿元，
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36.5万
吨，年发电量1.3亿度。无害处理儋州、临高、洋浦
全域以及白沙部分乡镇的生活垃圾。

该厂坐落在离主城区近20公里的偏远郊区，
主厂房高45米，按照环保要求，烟囱高达80米。
负责建设和运营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是
光大环保能源（儋州）有限公司。

浙江鲁家村负责人到儋州传经送宝

借鉴宝贵经验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斌）7月8
日，儋州市东坡青年暖客厅活动在南丰镇油文村
民宿松涛书院举行，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党委书
记朱仁斌到儋州传经送宝，全市各镇驻村工作队
大队长、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以及青年人
才代表参加活动。

浙江鲁家村先后被批准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全国十佳小康村、“国际旅游名村联
盟”单位。朱仁斌带领村领导班子成员创新美丽乡村
创建模式，探索在美丽乡村基础上开发经营项目，已
建农场18家，初步实现以家庭农场为依托，将农业与
旅游业有效结合，打造4A级旅游景区的轮廓。累计
引进商业资本投资约20亿元，“田园鲁家”被批准为
全国首批15个田园综合体示范点。朱仁斌介绍鲁家
村发展运作模式，分享鲁家村如何从贫困村成为国家
级田园综合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及“两山学院”
人才培育、百村结对共建模式等好经验好做法。

“今天学习鲁家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宝贵经验，
开阔眼界，拓展思维，我们会把好的经验和做法带
回去，运用到乡村旅游开发和美丽乡村建设中。”
大成镇新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睢志强说。

学经验

解难题

➡ 七里村的小河边，
有400多亩地长满玉蕊树，
约13800株。

每年5月到9月，七里村玉蕊花开，花香沁人。

儋州市中和镇七里
村建村已有1300余年
历史，依玉蕊树群而居，
也因玉蕊花闻名。

近年来，该村投入
3000万元完善基础设
施，建玉蕊林中木栈道、
观景台、凉亭、岸堤等，
成为省内外游客喜爱的
乡村游打卡点。

黎有科 羊文彪 摄

千年古村
玉蕊花香

促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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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蕊花开吸引小游客前来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