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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空气中都飘着荔枝香，这里的荔枝真是甜到心里，爸妈你们快尝一
尝。”5月10日，来自海口的游客王彤彤一家专门到澄迈县大丰镇参加大丰荔枝
乡村旅游嘉年华活动。

在不远处的妃子笑荔枝打包现场，一筐筐刚从枝头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正
被分拣和装箱，即将被送往省内外的各大商超与农贸市场。

今年是澄迈县连续第三年举办大丰荔枝乡村旅游嘉年华活动，大丰镇的澄
迈华侨农场将安全、绿色、优质作为主打特色，推动澄迈荔枝品牌建设，打造农业
品牌化发展新名片，助力乡村振兴。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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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5月12日电（记者高
懿）5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
县委组织部获悉，自全省“能力提升建
设年”和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启动以来，澄迈县委组织部
树牢“一条主线”、扛起“双重职责”、做
好“三大活动”，创新设立“123”工作
法，推动部机关在全县“能力提升建设
年”和深化拓展“查破促”活动中走在
前列。

树牢“一条主线”，把准行动方
向。澄迈县委组织部树牢旗帜鲜明讲
政治这条主线，坚持将开展“能力提升
建设年”活动贯穿组织工作始终。澄
迈县委组织部成立部机关活动领导小

组，落实成员分工，压实工作责任，以
培训、比武、练兵为抓手，制定实施方
案，着力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具体抓、责任岗室主动抓的工作局
面，确保活动方向明、步子稳、措施实。

扛起“双重职责”，做好示范引
领。在牵头抓总方面，抽调54名精干
力量成立县级活动专班，分设6个工
作小组，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规则和
各组工作职责，进一步压实责任、保证
活动有力有序推进。继续推进“支部
建在乡村振兴一线”工作，推动全县
166家单位下沉一线，成立临时党支
部189个，合力解决问题192个，助推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开设老干部思

政大讲堂，引导老同志永葆政治本
色。充分运用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调
研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行动学
习法等教学方法办好县级主体培训
班，着力培养全县干部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在落实部机关活动职责方
面，实施组工干部能力提升“1+1+1”
培养计划。注重组织集中学习，每月
安排2次“组工夜校”、1次月例会，每
周安排1次周例会等，集中学习新知
识、新理论、新思想。积极开展上挂下
派工作，选派2名干部到省委组织部
挂职锻炼，选派15名组工干部到镇、
村（社区）挂职锻炼，有效推动组工干
部在基层一线、专项工作实践中经受

锻炼、攻坚克难，提升解决当下急需破
解问题的能力。积极开展跟班学习，
安排16名组工干部到部机关相关业
务科室轮流跟班学习，有效提升组工
干部队伍的“七种能力”“八项本领”。

做好“三大活动”，确保活动实
效。在严格贯彻省委和县委活动要
求的基础上，立足本职、定向发力。
开展实战化大培训，努力锻造过硬本
领。优化完善“组工夜校”，创新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制定干部个人自学
计划，有计划地为每名部机关干部订
阅三本学习书籍，组织开展“每季一
测”专业能力测验等，着力提升部机
关干部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

领。开展专业化大练兵，增强干事创
业能力。部务会成员带头上讲台，带
头练兵实战。积极开展岗位业务流
程再造活动，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流
程。严格实行“每日督办、每周通报”
制度，各项工作开展全过程督办，实
现抓工作有目标、有反馈、有结果。
开展特色化大比武，强力推动比学赶
超。围绕组工业务精准查找堵点问
题11个，设立预算支出红黑榜，出台
部务会成员 AB 角、年轻干部轮岗
制，推动机关干部转作风、提质效，着
力提高改革创新能力，有效打破思维
惯性和路径依赖，推动各项工作在创
新中开拓前行。

澄迈县委组织部推动“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深入开展

做好“三大活动”创新“123”工作法

澄迈县国社村
“东坡唐佐纪念园”开园

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澄迈县老城镇国社
村文化广场，彩旗飘舞，人头攒动。以苏东坡与他
的学生姜唐佐为主题的“东坡唐佐纪念园”在此正
式开园。

“姜唐佐是苏东坡有名的学生，是澄迈县的骄
傲，同时，也是全省乃至全国学子的榜样。苏东坡
与姜唐佐的师生关系，是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特
别是海南、澄迈文化发展历史中重要的教育教学
楷模。”澄迈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在致辞表示，
姜唐佐尊师好问、刻苦向学、终成功业的实例，是
广大青少年努力奋斗、报效家国的生动样板和鲜
明写照。

澄迈县将进一步充分利用历史文化优势，
在专家学者指导下，持续不断地加强东坡历史
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为澄迈县文化
发展、为海南建设文化强省，同时也为海南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
化支撑。

澄迈召开
年轻干部廉政教育调研座谈会

为年轻干部
“扣好第一粒扣子”

本报讯 （记者高懿 通讯员研槿）“年轻干
部要时刻警醒自己，要在严管下成长、在磨砺中
成才……”日前，在针对年轻干部廉政教育的调
研座谈会上，澄迈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对11
个镇党委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提出了要
求。

澄迈县坚持把对年轻干部的监督摆在重要位
置，通过新任职廉政谈话、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观
看警示教育片、参加庭审旁听、举办培训班、上专
题党课等形式，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
的“第一粒扣子”。

在加强教育培训的同时，该县完善对年轻领
导干部监督管理制度，制定印发了《澄迈县关于加
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分工方案》，明确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总体要求、加
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同级领导班子监督、加
强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加强对监督工作的领
导等五个方面63条具体措施。

该方案要求严格执行动态更新领导干部廉
政档案，为年轻干部精准“画像”，严把干部选拔
任用的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防止“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强调要进一步督促各单位梳理排
查年轻干部行使权力的廉洁风险点，健全完善监
督制约机制，推动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制度
化、规范化。同时，联合各职能部门开展廉洁文
化进机关、村居、学校、医院、企业、园区等活动，
充分发挥清廉文化的引领力、传播力、感染力，引
导年轻干部自觉补足精神之钙，提高政治能力、
坚定理想信念、涵养为民情怀，确保在成长路线
上不跑偏。

澄迈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
筛查试点项目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高懿 通讯员邱世全）为普
及老年性痴呆防治知识，降低澄迈县老年性痴
呆疾病发病率，近日，澄迈县卫健委、澄迈县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来到仁兴镇美
合墟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点项目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
手册，进村入户讲解等形式，广泛宣传老年人认知
障碍筛查试点项目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工作人员
还结合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记忆减退情况进行有关
预防老年痴呆知识讲解，引导老年群众及时关注
自己的脑健康。

据了解，此次项目主要服务对象为全县辖区
常住人口中年满60岁、轻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
残疾老年人，有脑卒中病史、记忆力明显下降和精
神等方面症状的老年人。通过此次活动提高澄迈
县老年人关注脑健康意识，确保老年性痴呆“早筛
查、早预防、早干预”。

“中国流动科技馆2022年
海南省澄迈巡展活动”启动
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

本报金江5月12日电 （记者高懿 通讯员
王咸瑜）5月11日，“中国流动科技馆2022年海
南省澄迈巡展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山咖啡文化馆
举行。

据介绍，此次“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澄迈，
将为澄迈县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群众提供学习科
技知识的难得机会，搭建零距离接触高科技的
平台，对于进一步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
对科技的兴趣，涵养科学精神，启发科技创新意
识，培养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促
进科教事业发展，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
用。

此次巡展活动为期两个月，中国流动科技馆
以“体验科学”为主题，设置声光体验、电磁探秘、
运动旋律、数学魅力、汽车生活、数字生活、科学表
演共7个主题展区，50件互动展品与科学表演、
科普展板、科普宣传栏等相结合，让前来体验的学
生近距离感受科技的无穷魅力，为全县广大青少
年和群众提供学习科技知识的机会，搭建“零距
离”接触高科技的平台。

“我们已经与大丰镇的妃子笑荔枝企业、
果农合作7年，市场对当地的‘丰佳荔’品牌认
可度很高。”海南伊合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家贵介绍，该公司从5月10日开始发送大丰妃
子笑荔枝，每天都有上千箱的发货量，预计到
15日后荔枝口感会更好，销量会更大。

与大丰妃子笑荔枝结缘还是源于7年前一
次偶然的机会，在外拼搏的李家贵回到了澄迈
老家，看到荔枝销售不畅，对此，他决心利用自
己多年的瓜菜销售经验，在家乡干出一番事
业，打造出一个能带动果农致富的荔枝品牌。

“还记得第一年我拿着荔枝去市场上找
销路时看到，明明是大丰的妃子笑荔枝，却和
其他品种的荔枝全部混装在一个纸箱内，人
来人往，对于大丰牌荔枝的印象只停留在皮
薄核小、肉厚多汁，甚至不知道来自于澄迈。”
李家贵说，第一年是最难的，只卖出6000多
箱，不过随着政府的支持和村民的理解，让他

的销售之路也逐渐开阔。
“大丰镇利用富硒土地的优势，鼓励村民

采用荔枝种植新技术，坚持走‘品牌富农’的
道路，通过打造‘丰佳荔’品牌，提高附加值和
知名度，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王林告诉记
者，自1992年引进妃子笑荔枝至今已有30
年，已形成颇具规模的荔枝产业集群，充分利
用电商平台，打造精品“丰佳荔”荔枝品牌，推
动品牌富农工程。如今，大丰妃子笑荔枝的
种植规模、市场规模逐年扩大，让消费者“吃
到高品质荔枝”的愿景与初心却不曾改变。

5月中旬，大丰妃子笑荔枝进入成熟采
摘期，大丰镇各大荔枝果园也陆续开放了入
园采摘项目，为方便市民游客体验旅游采摘
的乐趣，澄迈还特别推出澄迈大丰妃子笑荔
枝自驾采摘游线路，欢迎市民游客畅游澄迈，
探访富硒福地，到大丰荔枝观光园采摘或购
买新鲜荔枝。 （本报金江5月12日电）

“直播间的宝宝们，这里是澄迈县大丰荔
枝的打包现场，所有的荔枝都是现摘现发，现
在我们就去果园，带你们看看大丰荔枝香甜
的秘密。”5月10日，在2022澄迈大丰荔枝乡
村旅游嘉年华现场，近百位嘉宾深入大丰荔
枝观光园、大丰荔枝分拣基地，观赏大丰
2000多亩妃子笑荔枝果园的壮观场景。

主播们在屏幕前卖力地吆喝，屏幕后20
多名村民正在忙碌分拣刚采摘的大丰荔枝。
现场的十余名打包人员更是忙个不停，有的
负责给荔枝包装箱上封带，有的拿着一大沓
快递单不停地用手机终端扫码录入。“今天预
计可打包近2560箱荔枝，约1万斤。”打包工
人吴秀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荔枝开始挂果的那一刻，我们一年中最
‘甜蜜’的苦恼也随之而来，既怕卖不出去，又
怕不够卖。”5月10日，看着一车车被运走的
荔枝，种植户吴敏笑得合不拢嘴，他告诉记

者，今年是个丰收年，他承包的这18亩地，每
亩约2000斤，产量为去年的1.3倍，预计产值
为25.2万元，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大丰
荔枝，不止是自家的果园，周边的荔枝园也都
陆续迎来采摘游客，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来越
甜。

谈起今年的荔枝季，澄迈华侨农场场长
周应晓还有一番新体会：“往年的采购商主要
以线下批发为主，近几年，走线上销售的采购
商越来越多。截至2022年，大丰镇累计种植
荔枝2350亩，产量在470万斤左右，较去年
增长141万斤，更有不少电商公司在我们这
里的荔枝园里，开启了直播带货。”

如今，大丰妃子笑荔枝已形成颇具规模
的荔枝产业集群。从生产、包装、销售，到开
展荔枝为主题的乡村采摘游，大丰镇都已形
成较完整的产业链，荔枝逐渐成为带动当地
荔农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多举措齐发力 助“荔”增收

“我们这边的荔枝口感会比别的地方更
好，因为我们的种植方式与别人不一样。”周
应晓告诉记者，早在大丰妃子笑荔枝上市前，
已陆续接到省内外订单，如今随着大丰妃子
笑荔枝陆续上市，在电商平台的销售每天都
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的背后是大丰妃子笑荔枝产业
转变发展模式与种植方式的缩影。乡村振兴
靠产业，产业发展须有自身特色。大丰妃子
笑荔枝产业的特色是什么呢？周应晓坦言，
是品质。

对于大丰妃子笑荔枝的品质，种植户何
文德非常自信，并向记者透露了其中的秘
密。“种出好的荔枝，离不开成熟的种植技术
和好的地理条件。”何文德告诉记者，大丰镇
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合农作物
的生长，所以在口感、品质和产量上都比别的
地方有优势。

“不仅如此，我们在荔枝的管理上，还有一
整套科学管理的方法。”随后，何文德一脸神秘
地示意记者蹲下看，荔枝树的排布与其它荔枝
园的平行排列不同，它形成一条直线和两条斜
线，每株荔枝树都能很好地“沐浴”阳光。

而且记者发现，这里的荔枝树似乎更矮，
且树干上有长度不一的划痕。“我们每年坚持
矮化处理，平均每株荔枝高度在三米半左右，
实现‘根深果茂’。”何文德指着荔枝树枝上的
划痕说，这些划痕是为了丰产和提高品质，每
年在挂花时都要进行矮化处理，将原本粗放
种植改为精细管理。

澄迈县大丰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林介绍，
该镇严格按照一亩33株的标准种植荔枝树，
确保每一株荔枝树有足够的枝展空间，有充
足的光照。经过多年的摸索，大丰镇形成专
业的种植技术团队，荔枝种植水平不断提高，
荔枝品质稳步提升。

改变种植方式 助“荔”转型

持续打造品牌 铸就“美荔”事业

■
本
报
记
者

高
懿

澄迈大丰荔枝分拣基地，果农对荔枝进行分拣包装。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澄迈县大丰荔枝观光园的妃子笑荔枝澄迈县大丰荔枝观光园的妃子笑荔枝。。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元才陈元才 摄摄

澄迈县大丰荔枝观光园内，果农采摘荔枝。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