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心农场”变成现实B

三产融合 留住乡愁C
依托第一产业，澄迈共享农庄在农业品

牌打造、提质增效上已出现成效。
“这是我们今年刚投用的咖啡加工厂生

产出的风味咖啡，欢迎选购。”4月19日，澄
迈才存共享农庄相关负责人徐取凡向游客
们介绍起新品咖啡。

才存共享农庄作为澄迈的一家老牌
共享农庄，要想留住乡愁和游客的脚步，
才存共享农庄借助一粒小小的咖啡豆的
力量，不仅填补了农庄长期以来加工产业
链的空白，也让共享农庄实现了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

“村委会和镇政府十分支持共享农庄建
设，通过盘活农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用于
咖啡加工厂建设，明年我们还计划开发建设
露营基地、滨水民宿，为年轻消费者推出‘私
人订制’的旅游套餐。”徐取凡介绍，今年，才

存共享农庄加大三产融合力度，已经试运营
DIY手创工坊、蘑菇基地研学课堂、真人CS
战等项目吸引游客。

“澄迈县共享农庄多点开花，离不开充
分利用澄迈特色，引导各个共享农庄创建点
从不同的业态、接待规格层次、庄园特色等
方面，以高标准来建设，形成澄迈独有的共
享农庄品牌。”澄迈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
世海坦言，共享农庄在于“共享”，在不改变
产权归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运用农村土
地等资源的租赁权和使用权，吸引社会资
本、市场主体进驻农业、农村，盘活农村生态
资源和闲置资源，最终实现农庄“共建”、资
源“共享”，形成订单农业，降低农业生产经
营风险、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推动乡村
可持续建设，激发乡村活力。

（本报金江4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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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在澄迈县永发镇博厚田园共享农庄，来自海口的游客张端
方带着孩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5岁的小女孩张萌萌对着共享农庄的
美景发出阵阵惊呼。

村落成景区，游客来了不仅可以拍照打卡，住民宿尝当地特色美食，还
可以在农田里“认领”优质的农作物，把“返璞归真的乡村生活”的田园梦变
为现实……现下，休闲农旅越来越受欢迎，走进澄迈县大大小小的共享农
庄，不仅可以体验田园情趣，也让当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带来的“红利”。

近年来，澄迈县共享农庄不断推进园区休闲业态建设，完
善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设施，促进农旅结合，吸引大量游客观
光体验。截至2021年，全县休闲农业累计接待人数
168.89万人次，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带动5000余
户农户增收。

■
本
报
记
者

高
懿

“记得几年前离家时，村里还是土路，牛
羊粪便随处可见，没想到现在竟成了如此美
景，期待下次回来，可以住进村里民宿，体验
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
村庄，张端方一边喝茶一边感慨地说，自己
偶然间知道村里现在已改造成为共享农庄，
便找了一个周末回家看看。

看到原本以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要经
济收入来源、年轻人大量外流的“空心村”有
了这样变化，海南牡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一凡笑在脸上，乐在心里。如今，在
吴一凡的带动下，已有7名年轻人返乡创
业，加入共享农庄的建设中。

2018年，吴一凡便开始带领全体村民
开始共同打造博厚田园共享农庄。“农庄以
整合全村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外来资本等
为基础，以当地特色田园农业为依托，以公
司+村委会+合作社+农户，及乡村旅游＋
三产融合为发展模式。”吴一凡告诉记者，要
想发展，第一步要改善村居环境。

“现在每天最舒服的事情，就是来村里
面的咖啡馆，喝喝茶，聊聊天。”4月18日，

村民吴中基
一边喝茶一
边告诉记者，
早在几年前，村
里的光景并不是这
样的，汽车开不进来，只
有两条小小的村道，不仅骑车
扬灰，雨天更是一脚泥。

对此，吴一凡通过引进社会资本与盘活
闲置土地资源的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
修建并硬化两条村道，同时利用村集体经济
组织来整合村集体土地并入股到创建主体
共同开发合作，将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屋改造
成民宿，加大共享农庄的吸引力。

“共享农庄摆在首位的是与农民共享，
这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作为从农业
领域转移到乡村建设领域探索者的吴一凡
来说，共享农庄的意义是可以带动村民共同
发展。

如今，博厚村的村民们都期待着疫情的
影响过去、春暖花开之时，共享农庄能早日
迎接四方来客。

翻土、浇水、种苗、采摘……4月18日，
在澄迈县福山咖咖园的共享菜地上，大大小
小的身影正在忙碌着。

“在城市里没有这样的机会，亲手种植、
亲手采摘，孩子也常问我平常吃的菜是从哪
里来的，这次就带着孩子来揭秘。”来自海口
的游客乔姗姗对记者说，今年2月份承包下
这一亩三分地的共享菜地，经过悉心的照
料，过段时间就可以丰收。

共享菜园是什么？面对记者的疑问，该
农庄庄主林少华一脸神秘地将记者带到这
片8亩地的菜园里。

“共享菜园的理念是将菜园划分为一块
块小地，客户可以认领一块或者多块，来实
现‘蔬菜自由’。”林少华一边查看农作物的
生长情况一边告诉记者，随着人们对良好生
态环境与田园生活方式的追求愈加强烈，这
样现实版的“开心农场”也就应运而生，通过
共享菜园可以让农户享受到土地流转和务

工的收入，让客户享受到新鲜健康的蔬菜，
这就是他心中的“共享”。

不仅如此，该农庄的共享菜园还可以
通过产品认养、托管代种等多种形式，让
消费者参与农场的管理，分享农场的经营
成果，享受农场资源。同时，通过共享经
济，把优质农田有效激活，标准化、规模化
开垦田园，搭建自然生态圈，激发农村经
济新活力。

“等共享农庄全部建成后，可形成农业
产业示范、咖啡产销研学、田园风光展示、旅
游休闲观光、农村生活体验、特色民宿接待
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着力打造‘一刻钟’农
旅消费经济带，满足市民休闲度假需求。”林
少华说，咖咖园共享菜园将乡村旅游在“拍
照式”的基础上，增加“劳动式”“体验式”，既
能促进共享农庄的发展，又盘活了闲置土
地，同时还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土地附加值，
可谓一举多得。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徐红
豆）4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
县纪委监委获悉，近年来，澄迈县纪委
监委综合运用“日常监督+专项检查+
集中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模式，确保
各项决策部署在澄迈落地见效。

今年4月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启动

新一轮监督检查，瞄准2021年省纪委
监委“4·13”集中监督和专项检查发现
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2021年，澄迈
县纪委监委组织开展两轮“4·13”专项
监督检查，共发现问题21个。

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该县
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办对整改事项定期

开展督查，跟踪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
发放监督建议、整改提醒函13份，并
建立整改约谈机制，对问题整改措施
不够、措施不力，进展缓慢的及时约谈
提醒，对问题整改逾期的加大督办力
度，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深化整改成
效。2021年以来，对落实整改工作不

力、作风不严不实等问题，共约谈提
醒、批评教育、诫勉等处理29人。

据悉，本轮监督检查突出政治监
督、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室组地巡”联
动，“一盘棋”推进、监督检查直达末梢

“一竿子”到底的工作机制，以任务落
实清单和问题整改清单为主要抓手，

紧盯关键人、关键事、关键环节，通过
查阅资料、谈话了解、实地走访和抽查
核实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牵头单位
和责任单位谋划部署、落实、配合等情
况，督促实地核查已整改的成效，对整
改逾期的查找原因、明确责任，着力推
进整改落实。

澄迈实现乡镇充电桩建设全覆盖

累计建设充电桩1096个
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记者从澄迈县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为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从
去年开始，澄迈县已实现乡镇充电桩建设覆盖率达
100%。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建设充电桩1096个/
枪，含公共桩232个/枪，专（自）用桩864个/枪。

据了解，2021年澄迈县新建充电基础设施
459个/枪，含124个公共桩，335个专（自）用桩，
完成当年任务量 241%。同时，在现有车桩比
1.7：1的态势下，持续高效推进公共区域充电桩建
设，近期海南车库电桩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文化广
场内建设集中式新能源汽车充电站，规模为25个
充电桩计35条枪，目前建设相关手续正办理中，
建成后基本解决澄迈县城区域充电需求。

此外，澄迈县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建设”的方
式，全部引进社会资本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确保落
实好充电基础设施的后期运营管理。2022年澄
迈县推动海南中科共创新能源公司投资建设老城
香缇假日小区、港德酒店等公共桩项目，建成了
15个桩共30条枪，目前福山镇鸿兴家具城充电
站、金马大道802号停车场充电站已建成运营使
用。同时，澄迈县与省充电桩公司、铁塔公司等国
企商谈合作机制，力推高铁站、园区、高速路出口
和乡镇党政事业单位办公场所的充电桩建设。

澄迈县村（居）法律顾问
开展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为深入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律意识，引导
学生们树立防诈骗、拒毒品法治观念，营造和谐、
安全的校园环境，澄迈县司法局联合海南省技师
学院开展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

宣讲员结合青少年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
征，围绕“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如何防范青少
年毒品犯罪”两个主题，就违法犯罪的概念、作案
手法及如何做好防骗防害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
浅出地讲解，通过讲述一个个发生在学生身边鲜
活的典型案例，让学生印象深刻。到场师生认真
听讲，课堂氛围十分活跃，大家争先恐后参与讨
论，学习法律的热情十分高涨。

澄迈县司法局将持续开展村（居）法律顾问进
校园讲法治活动，培养青少年学生“知法、尊法、守
法”的意识和能力，为平安校园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澄迈开展“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引导全民阅读
本报金江4月23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黄

菲）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4月23
日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为倡导全民阅读良好
社会风尚，营造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社会氛围，
澄迈县多形式开展各类读书日活动，引导全民阅
读，营造良好的学习和读书氛围。

在澄迈县金江镇大拉农家书屋举办的“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暨“护苗2022·绿书签行
动”系列宣传活动中，通过绘本故事《森林图书馆》
带领孩子们进一步认识图书馆，养成文明阅读的
好习惯，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

同时，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部署，澄迈
县教育局机关党支部、澄迈新华书店党支部、金江
中心学校党支部在新华书店共同举办“品读经典
锤炼党性”读书分享会，通过借助新华书店的平
台，机关带头引领基层学校，在全县教育系统上下
营造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氛围，全面提
高全县党员教师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促进全
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为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引导青少年
喜欢读书，澄迈县图书馆、澄迈县老城镇文化站联
合举办的“喜迎二十大 书香沁老城”世界读书日
主题活动在澄迈学宫举行。活动分文化讲座和亲
子读书会两个环节进行，让青少年深入了解宋代
文学大师和澄迈乡贤故事的同时，激发他们深入
认识乡土文化的兴趣。

澄迈县人民法院推进
调解平台“三进”工作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王巧霞）为充分发
挥法院在参与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职能作
用，近日，澄迈法院审管办、政治部及中兴法庭干
警代表一行5人到福山镇迈岭村委会调研乡村法
治服务保障工作，扎实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
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

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与迈岭村委会乡村振
兴工作队长、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村治保主任等
进行沟通交流，深入调研了迈岭村党支部与澄迈
法院第二党支部的支部共建工作开展情况、迈岭
法治文化广场建设和运行情况，听取了迈岭村委
会对人民法院服务保障法治乡村建设的需求和建
议，并就如何提高迈岭村委会防范化解风险的能
力进行深入探讨。

调研组结合实际需求，强调了推进人民法院调
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对于乡村法治
建设的重大意义，对“三进”工作政策、方案以及人民
法院调解平台操作流程等进行了详细解读，并现场
演示了调解平台的具体操作流程，进一步提升了迈
岭村委会干部和调解员的调解专业化水平，力求将
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一线。

今后，澄迈法院将以“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为契机，以迈岭法治文化广场为载体，大力提升乡
村法治服务保障能力，切实提升基层人民调解组
织、调解人员工作的能力和技巧，加快推进人民法
院调解平台“三进”工作走深走实，推动矛盾纠纷
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

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为推动澄
迈县福山镇高质量发展工作，推动党政
中心工作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执行、高效
率推进、精准性监督问责，福山镇构建

“知责明责、履责尽责、考责问责”责任
闭环，通过事项明确的责任清单、协同

监督的责任闭环、月度反馈整改的工作
机制，进一步提升党政中心工作统筹谋
划的系统性、履责监督的科学性、履责
考核的合理性、失责问责的精准性。

据悉，四责协同机制建设，充分实
现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班子一岗双责四个责任
上的“三大协同”。思想认识协同。坚
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进一步
树立同向发力工作理念，党委政府牵头
抓总、当好主推手，纪委监委跨前迈半
步、当好监察哨兵，班子成员主动担责、

种好责任田。责任目标协同。根据年
度工作计划及任务安排，制定协同工作
清单，对标对表协同推进。在知责明责
上，把工作事项具体化，确保任务明确、
责任明晰。在履责尽责上，重点是构建
横向联动、纵向一体的责任链，确保有

机协同、层层传导。考责问责协同。对
干部履职尽责、工作问责问效工作进行
指标量化，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确保
问责有力、正向激励，在干部存在的能
力作风建设、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廉
政纪律问题上形成有力监管合力。

澄迈福山镇试点构建四责协同机制

推动党政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澄迈建立三位一体监督模式

精准高效监督 推动政治监督落实见效

澄迈县永发镇卜厚村的博厚田园共享农庄,充满特色的田园风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空心村”的变身A

澄迈县大丰镇才存村共享农庄。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