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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乡村振兴先锋榜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众筹”“新农业”“互联网”……
12月 6日午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和平镇堑对村的蜿蜒村道上，该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村“两委”班子
成员与一群来自三亚的客商聊得火
热，一些颇显时髦的词汇不时从大
家口中蹦出。

双方讨论的焦点，是位于该村乘
坡河畔的一片山兰稻田。

“每年11月前后，河水都会上涨
淹没河床土地，村民没法在这里种植
长期农作物，导致不少土地长期抛

荒。”堑对村党支部书记胡开君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为充分盘活闲置土地资
源，今年5月，该村动员103户村民在
此种下了320亩山兰稻。

稻子一天天长高变黄，一个“新玩
法”也渐渐打磨成型。今年9月，堑对
村以百亩山兰稻田为舞台，接连举办
3场乡村音乐节，将传统山兰稻文化
与现代生态文化旅游相结合，吸引现
场观众及网络直播观众共计18.7万
人次，带动助农消费近4万元。

从“卖农产品”到“卖风景”，堑对
村已尝到甜头。再加上今年10月收
割山兰稻后的销售情况一般，由此也

倒逼该村继续“解锁”产业发展的新
玩法。

“我们希望通过众筹认种的方
式，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到山兰稻种
植产业中，这样既能解决终端销售问
题，也能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堑对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王启敏介绍，目
前这一项目仍在洽谈中，同时该村还
计划发展山兰稻深加工、山兰稻主题
民宿等项目，通过延伸产业链创造效
益增长点。

更多的新玩法仍在酝酿中，而这
一切，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

今年5月，堑对村完成村“两委”
换届选举，一批退伍军人、返乡创业
大学生、致富带头人被纳入新一届村

“两委”班子或获得提拔，班子成员中

年龄最低者仅22岁。人虽年轻，但
个个有知识、有能力，也善于接受新
事物。

创办村级企业，举办乡村音乐
节，及时关停经营不善的合作社，与
高校合作开展“槟榔水肥一体化灌
溉”项目试点研究，引进智能法律服
务机器人“法小智”打造智能化司法
服务平台……短短数月，这群年轻的

“当家人”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干，
一场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变革也在堑
对村悄然推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年
9月成立了琼中堑对乡村建设有限
公司，将村里无法离乡、无业可就的
富余劳动力整合起来，通过统一接
单、统一组织、统一派工的‘一条龙’

服务，就近输送到当地工程项目及产
业基地，既让村民实现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就业不离家，也大幅增
加了村集体收入。”兼任该公司法人
代表、总经理的胡开君介绍，截至目
前，公司通过承接农村公共厕所改
建、县中医院发热门诊楼墙体建设等
工程，盈利近30万元，并让百余位村
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刚在镇上一个建筑工地做完装
修的活儿，这不，才歇了没几天，村里
公司又给我们接到了新项目。”堑对村
村民陈必师给自己粗略算了一笔账，
按照今年外出务工的频次，增收万元
不成问题，“多亏了这些村‘两委’干
部，年纪不大能耐却大。”

（本报营根12月7日电）

从“卖农产品”到“卖风景”，琼中堑对村新班子“解锁”产业发展新玩法——

乡村治理探新路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整齐划一的鸡栏内，一只只蛋鸡
伸出脖子啄食，两名工人分拣出新鲜
完好的鸡蛋，进行装箱打包……12月
5日，海南日报记者跟随着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新政镇报导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肜群旺，来到该村七仙绿源
蛋鸡养殖基地。

“这套现代化设备可以自动捡蛋
除粪，蛋鸡粪通过发酵还能产生有机

肥。”肜群旺告诉记者，占地30亩的基
地，一年大约可以生产1500万个鸡
蛋，今年净利润能达到120万元。蛋
鸡养殖产业，不仅能让入股的脱贫户
每年获得分红，也为村里提供了不少
就业岗位。

2019年，第一批乡村振兴工作队
到任，省委政法委派驻报导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肜群旺带领
工作队整合扶贫资金200万元，并联
手保亭七仙绿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用于发展蛋鸡养殖合作产业项
目。通过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
报导村的蛋鸡养殖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有效带动205户脱贫户889人致
富增收。

“基地每天生产4万个到5万个
鲜鸡蛋，都会当天运输到顾客手中。”
保亭七仙绿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谭雪兰说，基地的发展壮大离
不开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支持。

去年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基地大批鸡蛋滞销。为打开销路，
报导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全体出动，不
仅在微信“朋友圈”、附近村落和就近
小区进行宣传，还主动送货上门。“在
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下，我们还与保亭
用蛋量较大的酒店和学校签订了供销

合同。”谭雪兰介绍说道。
除了蛋鸡养殖，报导村还发展黄

秋葵种植产业，助力村民增收。
近年来，保亭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在新政、响水等乡
镇发展黄秋葵种植产业。报导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通过对该村经营不善的养
牛合作社进行转型调整，整合14多万
元扶贫资金投入到黄秋葵种植项目，
发动农户种植黄秋葵，并引导企业与
种植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

“疫情期间，企业仍以3元/斤的
保底价收购，让我们种植无忧、收益有
保障。”什梯利村民小组村民黄启轩自

2019年种植黄秋葵后，他的收入翻了
几番，去年也顺利脱贫。

不仅如此，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
提质增效，报导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还
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组织党员干部对集体土地承包“三过”
问题进行整改，通过与承租方进行协
商，对村集体出租地地价进行重新评
估，使过去每年每亩租金从50元提高
到现在的120元至400元，每年为村
集体增加收入10多万元。如今的报
导村，致富增收的路径越来越多了，村
民也有了更多的收获感和幸福感。

（本报保城12月7日电）

保亭报导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扎实抓好产业发展，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小康生活有奔头

临高2名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尤梦瑜）海南日
报记者12月7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临高县人大
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许起鹏（已退休）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临高县交通运输局四级调研员、原党组书记、
局长钟书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临高
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本报记者 孙慧

“我们尽快把手续办完，把项目款
项拨付给你！”12月6日，在海口市应
急管理局的办公区楼道里，海南日报
记者还未走到该局综合减灾和火灾防
治科的办公室，就已经听到该科副科
长杨丽爽朗的声音。

“能干、直爽，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是同事对杨丽的评价。自2019年
海口市组建应急管理局以来，杨丽担
任综合减灾和火灾防治科副科长职
位，从事防灾减灾等工作。今年11
月，杨丽被评为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
进工作者。

1994年大学毕业后，杨丽先后在
海口消防、安监领域从事安全监管工

作。海口市机构改革后，于2019年成
立市应急管理局，她进入该局从事综
合减灾工作。

“机构改革后，面对新的岗位、新
的角色，一切从零开始。”杨丽说，从事
应急岗位的第一天起，她就把“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的理念刻在心中。“记得
刚参加工作去火灾现场调查的场景，
至今让我触目惊心。”从那时起，杨丽
立誓要把防灾减灾知识传递给更多的
人，让安全意识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灾害信息及时报送，有利于提前
做好灾害风险研判，直接关乎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杨丽的一项工作任
务，是推进海口灾害信息员队伍建
设。工作中，她协调多个部门共同制
定了《海口市关于全面推进全市灾害

信息员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灾情信
息报送主体，确保市、区、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灾害信息员全覆盖。

在杨丽等应急系统工作者共同努
力推动下，目前，海口已有灾情统计报
送和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四级灾害信息
员842名。在今年的“狮子山”“圆规”
等台风灾害中，这些灾害信息员及时
把一线的灾情险情传达上报，让防风
防汛指挥部得以掌握全局，及时部署
台风灾害防御等各项工作，确保安然
度汛。

今年以来，杨丽有一项重要工作
是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这是一个新课题，无经验
可借鉴，更无规律可循。”杨丽说，由于
灾害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专

业性强，为解决普查技术难题，她组织
团队钻研学习国家普查有关文件通知
和技术规范，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和实
施细则，为普查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
基础。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需要进入
市民家庭，了解家庭减灾能力，普及防
灾减灾知识。在无数次挨家挨户地敲
门询问中，杨丽有被人堵在门外拒绝
的时候，也有人支持和肯定他们的工
作。有一回，杨丽和同事一起去桂林
洋经济开发区做上门普查，一个70多
岁的市民对他们说：“你们的工作都是
为了老百姓好，国家有需要，我们就全
力支持。”

“老人的话简单朴实，给了我无穷
的力量。这让我坚信，群众的满意是

对我们工作的最好肯定。”杨丽说，从
7月份到11月份，她和同事们的足迹
遍布城市和乡村每个角落，加班加点，
按照时间节点圆满完成各项普查任
务。截至11月底，海口市已完成119
个村（社区）4760 户的减灾能力调
查。为确保数据精准，杨丽的团队先
后开展线上、线下、内业、外业、交叉核
查五次不同形式的数据核查工作，为
明年风险评估、风险区划、防范区划图
打下坚实基础。

“我就是应急战线上的一颗普通
的‘螺丝钉’，未来我还会一如既往做
好我的本职工作，让更多群众知道防
灾减灾知识，提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
置能力。”杨丽说。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

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和火灾防治科副科长杨丽：

做好应急战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定安与浙江安吉县
结为友好县

本报定城12月7日电（记者叶媛媛）12月6
日，定安县与浙江省安吉县签订框架协议，双方结
为友好县，将在文化旅游、三农发展、园区建设等
多个领域建立合作交流机制，共同促进两地经济
社会繁荣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托两地文化旅游资源，在
特色文化开发、旅游行业发展等方面加强沟通与
合作，组织开展民宿策划运营、非遗保护、文艺展
演、体育赛事等交流活动，互相推介对方旅游项目
和旅游路线，推进两县文化旅游产业提档升级。

园区建设方面，定安与安吉将推动两地园区
在信息交流、人才培训、产业集聚、园区规划和建
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双向飞地”“异地
孵化”“共管园区”等跨区域产业合作模式，推进双
方产业做大做强。

结合两地纬度、气候、土地特性等差异性，定
安与安吉还将在乡村资源、农业科技、产品产销、
农村治理、农民增收等方面加强交流，搭建对接交
流平台推进乡村振兴。此外，双方还将围绕人才
交流，推动教育、医疗、公共文化服务、美丽公路建
设等公共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互相助力实
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定安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双方以此次结
为友好县为开端，在文化旅游互促、“三农”资源互
享、园区建设互利、干部人才互通等领域开展长期友
好合作，增进彼此友谊，努力实现互利双赢、繁荣发
展的共同目标，让更多合作成果惠及两地人民。

琼海打造电商直播基地
电商助推
乡村振兴“加速跑”

本报嘉积12月7日电 （记者
袁宇 通讯员罗颖）12月7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琼海市商务局获悉，该
市日前举办了2021年琼海市乡村
振兴电商直播活动，以互联网直播
的方式推动本土农产品品牌化、产
业化发展，探索一条持续增收的致
富路。

此次活动在琼海科创产业园直
播间举办，邀请海南本土主播进行
直播带货，向网友推荐了菠萝蜜、手
指柠檬、山柚油、辣木茶、风情民宿、
手工文创等琼海优质乡村振兴产
品，受到网友的青睐。

琼海科创产业园负责人表示，
琼海科创产业园作为琼海的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致力打造旅游服
务、教育培训、网络科技、文化创
意、高效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互
联网等相关产业的集群式、局域经
济式发展。

据介绍，琼海科创产业园将凝
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
量，打造琼海电商直播基地，组建
及培养带货主播人才队伍，全力助
推琼海乡村振兴及电子商务事业
的发展。

三亚多举措把好
冬季瓜菜质量安全关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记者李艳玫）当下，是
海南冬季瓜菜出岛销售期。近两日，在三亚市崖州
果蔬综合批发市场，日出岛瓜果菜出岛近400吨，其
中瓜菜200余吨，主要销往上海、广东、湖南等地。

据了解，三亚推行出岛瓜菜24小时检测制
度，确保出岛瓜菜100%检测，也确保上市瓜菜
100%凭证出岛。该市做好冬季瓜菜安全检测的
同时，还全面建立质量溯源制度，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从源头确保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我们依托218名安监员，推行田头实名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检测制度，对全市冬春瓜菜采取拉
网式抽检，对含有违禁成分的进行立案调查，追溯
农药来源。”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日前，三亚市崖州区保港派出所和崖城派出
所查处了两起非法使用危险物质案（使用违禁农
药案件），抓获了两名违法嫌疑人。据介绍，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通过与市公安局、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等执法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根据线索严查
严打农药经营使用违法行为，从源头上解决农药
违法使用行为，保障冬季瓜菜质量安全。

该市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对冬春瓜菜质
量安全进行网格化管理，将全市每一田块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责任人必
须对责任区内的瓜菜从栽培、农药使用、采摘、上
市全过程进行管理，加强农药使用技术指导，引导
生产者科学用药，督促农户建立健全生产记录，加
强对责任区瓜菜质量安全田头检测。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还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派驻工作人员，在现场核实
三亚瓜果菜出岛车辆、具体吨数，并做好记录，对
农产品检测合格证上吨数与现场车载吨数不符的
车辆进行详细询问，守好三亚出岛瓜果菜质量安
全的最后一道“关口”。

东方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本报八所12月7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方宇杰 通讯员钟祯宏）为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近期以来，东方整合各乡镇（村）视频监控点位
资源，推动“平安乡村”建设，提升综合管理能力。

12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东方市综治指挥
中心看到，电子显示屏上的监控画面清晰可见，安
装了监控点位的视频画面都已接入综治指挥中
心，随时实现互联互通。

中国电信东方分公司宽带主管云维春介绍，
在现有视频监控点位基础上，主要针对各乡镇
（村）主要道路、卡口及重要区域的监控点位布置
摄像头，能够满足日常监控或人脸及车辆结构化
解析需求，同时具有不低于7天的监控回看功能。

“监控安装到家门口，安全多了一重保障。”东
方市八所镇居民李德娴说。

据了解，目前东方市全市累计完成931个监
控点位建设，同时发动居民参与建设天翼看家点
位379个，在部分乡镇建设解析监控（云眼）86
个，总计完成视频监控建设点位1396个，并已全
部接入到综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该市综治中心给辖区内网格
员分配了天翼看家手机账号，网格员通过手机端
随时随地掌握网格内的公共安全及环境卫生等情
况，有效提升了社会综合治理水平。

堑对村以百亩山兰稻田为舞台
接连举办3场乡村音乐节

吸引现场观众及网络直播观众共计18.7万人次

带动助农消费近4万元

村“两委”班子成员
中年龄最低者

仅22岁

目前

琼中堑对乡村建设有限公司盈利近30万元

百余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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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滨海公园二期项目建成开放 近日，洋浦滨海公园二期项目建成并对公众开放。据悉，该项目建成后，与滨海公园
一期连为一体，成为洋浦东部生活区的滨海生态廊道。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