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新发展 2022年3月2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梁君穷 美编：杨千懿 检校：王振文 蔡法A06

■■■■■ ■■■■■ ■■■■■

澄迈发挥村级监督力量

对“小微权力”清单式监督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徐红豆）“您放心，

我已经将您反映的问题记录下来了，核实情况后
将及时给您反馈。”近日，澄迈县金江镇金马东社
区居委会监督委员会成员王河波在村（居）务监督
工作记录本上仔细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

据悉，为充分发挥村务监督的作用，及时掌握
基层信息，该县纪委监委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建立
了镇纪委、派出监察室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沟
通协作和工作衔接机制。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
员收集到第一手监督信息后，将监督发现的问题
报至镇纪委核查，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的由镇纪
委呈报县纪委监委协调处理，有效打通基层监督
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开展
“小微权力”清单式监督，制定村（居）务监督委员
会监督清单，明确监督项目与监督的方式方法，去
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聚焦村集体经济建设，由各
镇纪委指导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集体经济项目建
设、分红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切实发挥好“一线监
督”的作用，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该县各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共发现
问题82个，推动整改78个。接下来，澄迈将结合能
力提升建设年活动，通过集中培训、以干代训等方
式，不断提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履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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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至，一年春光最好时。
“开饭啦！”3月21日一大早，在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深水网箱养殖项目的养殖员兼技术员黄忠岸

就忙着给网箱中的军曹鱼投放饲料，并不时抖动渔网，驱赶飞鸟。
随着气温回暖，澄迈县也迎来了鱼蟹苗投放的最佳时期。连日来，澄迈各地春耕活动如火如荼，从

田间地头到江河湖海，不仅农田换上了“春装”，大大小小的鱼塘也迎来了黄金期：桥头镇玉包村的渔民
忙着驾船出海喂养鱼苗；瑞溪镇仙儒村的稻虾共作基地内，工人紧张忙碌地开展小龙虾的捕捞和投放
工作；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带领下，瑞溪镇山琼村有序开展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

山琼村有着60多年水产养殖历史，在原有养殖模
式固化的情况下，如何敲开渔业新市场的大门？山琼
村以党建引领，走出了一条渔业新发展的致富路。

3月22日，记者在山琼村看到，1500余亩大大小
小方块状鱼塘围绕着村庄，趁着晴好天气，水产养殖户
抓紧“翻耕”塘内泥土，准备投放鱼苗。

“我们村的水产品养殖业发展了60多年，以前是
‘各自为政’，现在是统一科学喂养，这其中的关键在于
渔民的观念转变。”山琼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符策伟
坦言，这些变化离不开党建的引领作用。

2021年，符策伟接过山琼村乡村振兴工作的接力
棒，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挨家挨户
走访，在了解村庄发展和村民生活生产情况时发现，当
地农民增收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水产品养殖。“在过去60
年间，虽然养殖规模上不断扩大，但诸多短板也凸显出
来，如村内养殖土地有限，养殖户各自发展，不成规模；
水产品种类普通、单一，产品附加值低；水产养殖以售卖

鱼苗为主，产业链短，竞争力弱等。”符
策伟告诉记者，工作队的首要工

作便是推进村里水产养
殖业的转型升级。

对此，山
琼村党支部组
织山琼村以及

澄迈辖区从事水产养殖、加工、销售的养殖大户成立澄
迈县养殖产业协会，以定期召开座谈会方式，加强行业
交流与合作，共享信息。并在山琼村引进“海南一号”罗
非鱼等科技含量高、市场附加值高的新品种，增加产品
竞争力。

同时，山琼村党支部鼓励脱贫户参与水产养殖、务
工，脱贫户刘扬亮就是其中的一户。

当记者见到刘扬亮时，他正在检查鱼苗的生长情
况，一谈起渔业养殖，本有些内向的刘扬亮眼睛一亮，
打开了话匣子。“以前养鱼没这么专业，都是靠天吃饭，
不懂如何预防疾病，也不懂控制投放量，导致一条鱼生
病，整口鱼塘全部赔本。”刘扬亮告诉记者，现在不一样
了，工作队不仅带来了科学养殖的技术，也将先进的养
殖理念科普给渔民。

现如今，刘扬亮家里有3口塘，均用于培育、出售
鱼苗，年收入可达7万元。山琼村水产养殖业已带动
该村200多名农户增收。

“延长产业链，整合瑞溪种养企业资源，实施罗非
鱼深加工项目，推动瑞溪镇农业转型升级是我们下一
步的工作重点。”瑞溪镇宣传委员谢召隆说，渔业的转
型发展需要很长时间，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科研、渔业纠
纷、技术服务与培训等方面的作用，才能真正架起为渔
民服务的连心桥、友谊桥、共富桥。

（本报金江3月24日电）

3月21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一走进玉包村，就能
闻到了大海的味道。

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距离岸边3公里远的海面
上，有序摆放着200多口大小不一的深水网箱，养殖户
正在逐个投放饲料。而一旁的村路上，几位渔民各自
忙碌着，有的正在缝补渔网，有的忙着晾晒小鱼干，一
派繁忙景象。

玉包村党支部书记符文君正在检查村里渔业养殖
情况，并不时地叮嘱渔民出海时要注意海上作业安全，
随即也开船驶向深海。为什么网箱要放置在离岸这么
远的地方？面对记者的疑问，符文君笑着说：“就是要让

海水能够充分交换，水交换干净了，对水质、对生态环境
就是一种保护。”符文君告诉记者，现在是养殖的黄金
期，水温逐步回升，鱼苗的存活率是最高的，全村以养殖
军曹鱼和金鲳鱼为主，总体年收入在3000万元以上。

看着如今的深水网箱养殖模式，符文君不禁想到
从前。“玉包村是临海渔村，靠海吃海，内海产鱼的品质
和产量都不如远海，而且经不起大风浪和台风，村民经
常收支不稳定。”符文君说，为了让村民更好地适应新
技术，他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仅自己从渔民变
身养殖员，更是带领50多户村民走上了深水网箱养殖
的致富道路。

“春来水暖鱼儿肥”，春天不仅是耕种的季节，
也是收获的季节。与深水网箱养殖不同的是，瑞溪

镇仙儒村瑞溪热带稻虾产学研示范基地内的小龙虾已
经迎来收获的时节。

“这几天很忙的，是收虾的高峰期。小龙虾吃得好
长得快，每天都得捞好几趟。”连日来，仙儒村村民陈伯
安都要划着小船在190亩稻虾共作的虾稻田里走几个
来回，在捕捞大虾的同时，再投放下新一批虾苗。

只见一处稻田中投放有10余个长地笼，一个笼就
收获了12多斤虾。“今天最大的虾有一两多重，目前小
龙虾的收购价为40元一斤，随捞随卖，很多提前就被预
订一空，市场上供不应求。”海南归耘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何开琦告诉记者，现阶段的重点是水质调控，
盐度、肥度等都要调到最佳状态，这样才能确保小虾苗

成活率的同时，给足大虾正常生长所需的养分。
随着捕捞工作的结束，一盆盆活蹦乱跳、干净壮硕

的小龙虾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喂食都以小鱼虾和玉米
为主，全部都是散养方式养殖。”何开琦告诉记者，每年
的9月是大量投虾苗的季节，等到冬季或第二年开春
就可以开始捕捞，不仅能大幅度提高稻田和淡水池塘
收益，还有望解决撂荒稻田问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显著。

“经济效益仅是该模式带来的好处之一，这本绿色
生态账才是关键。”何开琦说，在病虫害防治上，不再使
用传统的农药，而是采用物理与生物防治措施，可以减
少农药使用量超过60%。在肥料使用上，稻虾共育模
式基本使用生物肥料，总体上可以减少化肥使用量
70%以上。

虾稻共作 虾肥稻长“钱”景好

党建+渔业 小鱼苗“游向”新天地

本报讯（记者高懿）为充分发挥海南中学
美伦校区优质的教研力量，引领辐射澄迈县中
小学教研能力整体提升，近日，澄迈县师训中心
组织全县中学初一、高一年级教师，县级专职
（兼职）教研员共388人，赴海南中学美伦校区参
加“同课异构”研训活动。

本次研训活动共组织两校区初一8个学科、
高一10个学科的骨干教师，围绕“聚焦课堂教学
行为的改变 提升学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效
果”为主题，以现场授课同台竞技的方式为大家
授课36节。邀请省教培院专家、海南中学府城

校区骨干教师、澄迈县教研员和高中骨干教师
组成的评课专家组进行精彩点评。

据介绍，通过开展“同课异构”联合教研活
动，旨在有效提升澄迈县教研员及学科骨干教
师的课堂教学和教研引领水平。在教学理念、
课标研读、学情分析等方面学会了“新精准”的
特点。在教学目标设计、重难点突破、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等方面领会了“细巧细”的本领。

参与活动的教师纷纷表示，将通过县级、校级
教研“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以打擂台赛为抓手，
积极借鉴、勤练内功，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本报讯（记者高懿）“此次培训内容翔实，
既有理论层面支撑引领，又有典型案例透彻分
析”“这次培训对参加本轮巡察工作的干部来
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之旅”……近日，参加完
业务培训的巡察干部纷纷表示，要将学习成果
运用到即将开展的巡察工作中。为加强巡察干
部教育管理，提升巡察干部履职尽责能力，近
日，澄迈县委巡察办举办了为期3天的十四届县
委第一轮巡察工作业务培训会。

“在巡前培训工作中，我们要确保巡察干部
对培训内容应知应会、必知必会，取得实际成

效。”澄迈县委巡察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培
训紧贴巡察工作实际，既解读阐释制度规定条
文，又教工作做法，鼓励巡察干部注重联系工作
实际，带着责任、问题、任务学，加深对政治巡察
业务的认识和掌握。

“把学习作为必修课，是强化巡察队伍专业化
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落实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培训内容具有很强的指导
性和针对性，为巡察‘新兵’传授实战经验和方法
技巧，进一步提高了巡察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县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澄迈开展巡察干部集中培训

充电蓄能再出发
澄迈开展“同课异构”研训活动

以研促教共成长

全省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现场观摩
培训会在澄迈举行

澄迈将推广
水肥一体化技术2万亩

本报讯（记者高懿）为加快我省化肥减量增
效技术推广，助力我省农业绿色发展，近日，海南
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澄迈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在澄迈举办2022年全省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现
场观摩培训会。

此次培训，采用“现场+课堂、理论+实践”的
形式举行。在观摩会现场，专家分别对水肥一体
化技术、机械深施肥、增施有机肥等技术进行培
训。观摩会期间安排了微生物肥料示范现场观
摩，并对微生物肥料使用技术进行现场培训。

通过培训，参会人员认为此次培训接地气，既
有浅显易懂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用的实际操
作技能，让他们学到了技术，提高了见解，增强了
发展绿色高效农业的认识和信心。

据悉，下一步，澄迈县将新增推广水肥一体化
技术2万亩，建立100亩蔬菜、100亩甘薯、100亩
热带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示范片，安装水肥一体
化设备。此外，澄迈县还将通过发放补贴肥料及
技术资料，以及举办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插立田
间展示标牌，应用媒体传播，带动周边推广蔬菜、
甘薯、热带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

澄迈开展“六水共治”宣传活动

全方位、多元化进行
节水宣传教育

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澄迈县水务局在澄
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2022年“世界水日”“中
国水周”暨“六水共治”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
和公众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此次活动通过拍摄节水行为规范倡议视频、
现场图片直播、宣传海报展示、悬挂条幅、发放节
水宣传系列制品、节水倡议签名、现场宣讲、观看
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开展。

活动中，澄迈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为节水型
企业、节水型居民小区、节水型公共机构、节水型
农业示范基地颁发“优秀节水单位代表”奖牌。

同时，与会人员参观了澄迈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节水示范工程。据悉,该项目实施后，水资源
收集系统每次蓄水量可达到约45立方米，相当于
4至5个家庭一个月的用水量。按照海南的降雨
天数来推算，一年相当于节约50至75个家庭一
年的用水量，基本等同于1栋18层以上高层居民
楼的用水量。

据介绍，通过这次全方位、多元化的节水宣传
教育，“世界水日”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入人心，澄
迈县节约用水氛围更加浓厚，把节约用水理念渗
透于校园生活的点滴中，倡导学生“节水、爱水、惜
水”，为建设节水型社会作贡献。

澄迈县应急消防
科普教育馆启用

本报金江3月24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陈
焕林）3月24日，澄迈县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开馆仪式举行。

澄迈县消防科普教育馆依托大丰学校综合教
学楼一楼展示厅合建而成，共设置5大功能区，分
别为VR灭火体验、仿真灭火器灭火、模拟119报
警、消防知识抢答等体验区域，切实增强消防知识
学习的趣味性和操作性，为预防和减少火灾的发
生提供一个有力的宣传平台。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群众详细介绍消防科
普教育馆的各种设施，手把手教师生如何操作，在
操作中宣传消防安全知识。下一步，该县消防大
队将立足实际，大力开展一系列贴近生活、参与度
高、趣味性强的火灾防控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掀起
宣传热潮，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知晓率。

据悉，此次消防科普馆的成立，标志着澄迈县
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启用，不仅为广大师生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消防知识学习平台，更有利于提
高广大学校师生的消防知识水平和意识。

深水网箱 带来转型发展新机遇

淡水养殖面积3880.33公顷，产量42266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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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深水网箱养殖水体

122.85万立方米

产量7336吨

普通网箱养殖面积131139平方米，产量3775吨

截至2021年底

水库养殖面积2159.02公顷，产量15234吨

3月21日，桥头镇玉包村深水网箱养殖项目的养殖
员在投放饲料。

3月22日，瑞溪镇仙儒村稻虾共作基地内，工人在
进行小龙虾的捕捞和投放。

3月21日，玉包村深水网箱养殖项目，养殖员在给鱼苗投放饲料。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高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