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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澄迈县永发镇大山村村民迎来一桩喜事——5.5万元的
合作社分红到账，这是该村脱贫户通过资金入股澄迈衍旭种养专业合
作社所带来的收益。

“我们村人口少，畜牧养殖一度以小户零散为主，现在通过合作社
走上集中管理模式。”6月28日，刚收到分红的脱贫户曾令德高兴地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合作社从孵化、养殖到销售均有独立渠道，下一步
自己也打算从合作社买些鸡苗和鹅苗进行养殖，走规范化养殖之路。

在澄迈县，与澄迈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一样，众多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业产业化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作为推进现代农
业加快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带领越来越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有 1421家
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19家
2021年认定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4家

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填报 1055家
注册 101家
认定为县级示范家庭农场4家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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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6月的澄迈，万物丰茂，生机勃勃。在该

县中兴镇，海南洪安农业有限公司上千亩的青
柚芳香诱人，而承包户王春花正顶着烈日，仔
细检查着还有一个多月就可采摘的青柚。

今年是王春花第一年承包30亩的柚子田，
也是她在该公司工作的第三年，从不懂种植到
科学管理，王春花曾经的辛苦付出都将会在一

个月后得到回报。
“原来我就是一个
普通割胶工人，

收入时多时少。3年前第一次来青柚园的时
候，不懂得种植管理，现在不仅能通过观察叶
片颜色判断柚子树的生长情况，还能凭经验判
断果子是否成熟。”王春花对记者说。

王春花是该公司培育新农人方式的一次
尝试。“承包制是将雇佣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在教技术、稳就业的基础上，通过3年或更久
时间的培养，让更多的人从中了解到农业的真
正价值。”海南洪安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安烁
宇说。

“农民的钱袋子是否鼓起来，是检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澄迈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何锋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强大
引擎，它不仅可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也
有着重要意义，还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
业化经营、企业化生产、市场化营销、项目化运
作、社会化服务。

下一步，澄迈县将整合多方社会资金，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持续推进与农行合作交流，共同搭建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平台，依托平台相关数据创新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金融产品，进一步做好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金融服务，促进澄迈县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持续有效发展。

（本报金江6月29日电）

舞好龙头强示范
企业带领农户“闯”市场

“5000 只鸡苗今天终于送来了，还有
3000只待出栏的鸡，如今有合作社帮我找销
路，提供饲料和技术，月入上万元不是梦。”6
月28日，大山村养殖户刘英才一边在自家鸡
棚喂食，一边向记者介绍。

每月每批出栏3000只鸡，一年能带来多
少收入？刘英才骄傲地拍了拍胸脯，竖起了手
指头说：“近20万元。”刘英才有着多年养殖经
验，黝黑的皮肤，干练的寸头，笑起来露出一排
白白的牙齿。但论起养鸡经验，他却将功劳归
结于澄迈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

“以前都是散养，不懂科学管理，而且没有
销路，大部分都是在乡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销
售，挣不了几个钱。”刘英才说，2016年澄迈衍
旭种养专业合作来到村里后，不仅将村中分散
的60余户养殖户集中起来，普及科学养殖知

识，更建立起一站式特色养殖服务平台，回收
农户养殖产品统一销售，一年收入直接翻3
倍。

随着养殖户入社模式渐渐成熟，越来越多
的养殖户加入到合作社中。“我们提供养殖技
术、销售渠道，借出启动资金，农户只要安心养
鸡就可以了。”该合作社负责人黄亮介绍说，从
启动资金到养殖所需的饲料、药品，再到销售，
合作社提供“一条龙服务”，养殖户只需购买统
一孵化的鸡苗，提供场地和人力，安心养出好
鸡。

2021年，澄迈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迎来
了“又一春”，澄迈县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
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采取

“以奖代补”的方式，培育扶持该合作社，以奖
代补扶持资金12万元。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专合社”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家庭农场抱团发展
干出“真金白银”

6月28日，走进澄迈县中兴镇朝田村，368
亩的土地上，黄皮、龙眼、百香果的果香直扑鼻
腔……这里便是陈元春的澄迈新朝田家庭农
场。刚忙完一天工作的陈元春此时正站在山
坡上，看着眼前田野，一抹微笑挂在脸上。

今年47岁的陈元春是朝田村村民，黝黑
的脸庞，透着精明能干，说话干脆利落。“以前
我一直做割胶工作，随着市场的持续低迷，收
入不理想，便想着自家还有不少承包地，也看
到一些地方的农民靠建立家庭农场赚了钱就
动了心，于是就想和自家兄弟合作，开始在土
地里‘刨’金子。”陈元春告诉记者，这个想法一
提出，很快就得到全家支持。

“橡胶的管理和收割由我堂弟夫妻负责，
我主要管理水果的种植，现在已经种植20多
个品种，光凤梨的品种就有5种，年均纯收入
有100多万元。”陈元春告诉记者。

但由于该家庭农场受地理位置的制约，整
片土地呈斜坡状，使用无人机施肥、喷药反而
会造成叶面喷洒不均匀的情况，并不利于果树

的生长。“此前我拿几亩地做过试验，喷洒效果
不理想，最终还是用人工作业的方式，虽然成
本有所提高，但是品质有保障。”陈元春说，但
事有正反两面，较大的坡度也使得滴灌管道不
需抽水机，利用地势差就能完成灌溉。

随着家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陈元春也
不断吸收周边村民，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岗
位。“我从打零工到稳定就业，这两年多来关于
凤梨、荔枝等农作物移植、管理、采摘、包装这
些活我都会干，一年能挣6万多元，还不耽误
照顾家庭。”在该家庭农场务工多年的脱贫户
王福山看来，到农场工作一举三得，不仅增加
收入，学到农业技术，还能照顾家庭。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元春的家庭农场实现
丰收，连续两年收益在100万元以上。近年
来，澄迈县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加大对种
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的扶持力度，通过

“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使原来的一家一
户、分散经营、单一管理模式，逐步向集约化、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 本报记者 高懿 通讯员 吴琼

网络约车、外卖配送、线上购物，以
互联网为技术支持的各种应用逐渐渗
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让人们的衣食住
行越来越便利。医疗护理服务也正随
着互联网的触角向社区、家庭延伸。

“只要在手机上预约，就有专业的
医护人员上门服务，省时省力又放心，
真是太好了。”近日，在家体验到护士
上门服务的澄迈县金江镇患者家属曾
山满意地说。

曾山的母亲王阿姨今年74岁，因
脑出血在澄迈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
情稳定达到出院标准以后曾山决定带
王阿姨回家休养。回家第二天，王阿姨
的胃管意外脱出。“送母亲去医院重新

插胃管实在不方便，想起来之前有听说
县医院正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服
务，便尝试用手机预约护士上门服务。”
曾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种模式不仅
让患者少跑动，满足患者随时随地问诊
需求，而且可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期间病人扎堆就医的现象。

很快，澄迈县人民医院护士长李
云接到指令，立即带好所需医疗用具，
前往患者家中，为患者进行一系列专
业的评估和检查，并为其更换了胃管，
完成这一系列服务，仅用了半个小
时。随后，李云再次详细叮嘱家属日
常护理注意事项，并对患者家属进行
照护指导。

“‘互联网+护理服务’是指医疗
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的护士，依托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以线上申请、线下
服务的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或罹患
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医疗
及相关护理指导和健康咨询等服务。”
澄迈县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这
在免除奔波就医之苦的同时，也助力
破解居家护理难题。

此外，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患者的
延续性护理需求，澄迈县人民医院创
新护理服务，携手“专科骨干护士”，开
展“互联网+护理服务”，为出院患者、
老年患者、慢性病群体、行动不便的特
殊人群、母婴群体等提供系统专业的
上门护理服务，有效解决了长期卧床
和高龄患者出门看病难等问题。

为澄迈县推广“互联网+护理服务”
工作模式点赞的还有70岁的曹大爷。

曹大爷曾因胃肿瘤在省肿瘤医院
住院治疗，出院后留置的PICC管需
要定期维护治疗。到了维护PICC置
管的日子，曹大爷的家人便通过澄迈
县人民医院“互联网+护理服务”平
台，申请专科护士上门服务。

PICC专科门诊护士邱晶晶上门
后认真仔细为曹大爷进行导管评估、
皮肤消毒、更换敷料及导管维护。临
走时，邱护士还跟曹大爷家人详细讲
解了PICC导管的注意事项。

“这项服务真是太好了。我父亲
年纪大了，折腾去医院一次真的很不
方便，现在好了，专业的护士上门来服
务，我们很放心，这项服务不仅减少了
患者的颠簸之苦，也给家属减轻压
力。”曹大爷的儿子曹马中说。

网约护士走进澄迈的大街小巷，
为有需求的患者送去优质的护理服
务。目前，澄迈县人民医院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已有一段时间，截至目
前，该项服务已为5例患者、家属提供
专属一对一服务。

“‘互联网+护理服务’是解决百姓
看病难、医疗资源紧缺的一次尝试。医
院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把优质资源下
沉，惠及百姓，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
差异化健康需求。”澄迈县卫健委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澄迈以出院病
人延续护理服务为起点，紧紧围绕患者
居家护理需求，在规范培训、流程优化、
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精进，服务于更多
的患者，让护理延续，让关爱延伸。

（本报金江6月29日电）

澄迈积极探索“互联网+护理服务”

手机预约下单 医护服务上门

澄迈特色农产品走进广州
签约订单1.3亿余元

本报金江6月29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叶
上荣）6月29日，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联合澄迈
县政府，在广州市举办主题为“搭建产销对接平
台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2022年广东东西
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海南馆）澄迈县特色农
产品专场推介会。签约仪式上，广州西果记果业
有限公司、广州绿秧田食品有限公司、广东嘉网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代表现场与澄迈县供
应商签订意向订单，累计总金额高达1.3亿余元。

广东是海南最重要的农产品销售市场之一，
澄迈共组织31家参展企业带来了118种产品，种
类丰富多样，极具澄迈特色。福山咖啡、桥头地
瓜、澄迈凤梨、无核荔枝等各种极具澄迈特色的热
带水果、优质产品等吸引众多观展者的目光，前来
洽谈合作和购买的企业、商家、市民络绎不绝。

据介绍，澄迈是海南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重
要生产基地，立足“富硒”土地这一独特禀赋，澄迈
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
展，打造出以澄迈福橙、桥头地瓜、福山咖啡、蜜
柚、无核荔枝、茶油和妃子笑荔枝、凤梨等“6+2”
品牌为代表的富硒特色系列农产品。

澄迈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借助广东
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这一广阔平台，进
一步提高澄迈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
响力，与更多客商增进互信、建立合作、寻求共赢。

澄迈推动廉洁文化进企业
共建“亲清”政商关系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徐红豆）近日，澄迈
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工商联、县委统战部举办民营经
济人士廉洁教育专题培训班，该县工商联执委、各镇
商会会员、县青创协会会员近100人参加培训。

这是澄迈县纪委监委开展廉洁文化进企业的
一项具体举措。近年来，澄迈县纪委监委立足职
责职能，以开展廉政文化进企业活动为契机，将廉
洁文化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企业发展之中，筑牢企
业干部职工思想道德防线，推动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采取送“廉”上门，由领导
班子成员走进辖区内企业开展廉政宣讲，通过讲
专题党课、赠送廉政书籍、现场签订廉政承诺等方
式，将清廉文化送入企业，进一步增强企业人员廉
洁从业意识。同时，依托澄迈县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基地，组织国有企业党员干部到基地接受纪律
教育、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警醒党员干部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筑牢廉洁从业思想防线。2021年
以来，共组织35批1340人次企业人员到基地接
受纪律教育和观看警示教育片。

“下一步，我们将以‘清廉企业’建设为抓手，
以‘守信创新、机制求新、管理革新、文化清新、效
益出新’等5个方面目标，选取试点企业创建工
作，打造企业廉洁文化阵地、开展系列廉洁主题活
动，将清廉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
动廉洁意识融入员工岗位职责、融入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各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清廉营商环境。”该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澄迈举办“椰仙采茶季”活动
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由澄迈县政府主办，

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承办的“大地的诗意”
2022海南（澄迈）乡村文化艺术旅游季系列活动“椰
仙采茶季”在澄迈县金江镇万昌苦丁茶厂举行。本
次活动策划“茶知万物”“乐在茶中”“好茶知味”“福
礼市集”等活动，以茶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为辅，让游
客通过制茶工序的不同环节，感受澄迈茶农文化。

在“茶识课堂”中，游客们游览茶园，对各类茶
叶有初步的认识和辨别；在“喊乡开茶”中，以致敬
传统采茶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亲临感受采茶民俗
并参与了采茶体验；在“制茶观光”“茶艺表演”中，
游客通过用眼睛去看，用手去尝试，更加深度了解
制茶品茶的全过程；“百人画卷”里孩子们通过想
象，用涂鸦笔在长卷上画出自己心目中茶园风景，
形态各异的涂鸦成为现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介绍，此次椰仙采茶季，将一片茶叶的制作
发展为故事线贯穿整个活动，通过沿袭传统采茶文
化和创新研学课程，让前来体验的游客沉浸式感受
澄迈别样的茶农文化。如今，得益于澄迈万昌苦丁
茶的发展，万昌村从过去的贫困村变成了人居环境
优美的小康村，建起了旅游服务相关配套设施，从
而更好地将农旅进行结合，传播澄迈苦丁茶文化。
同时主办方也希望通过此活动能够有更多人关注
澄迈文化旅游，共同探寻澄迈乡土风情。

澄迈开展生产安全事故
政企联合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高懿）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
和应急管理工作，提升澄迈县马村港区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能力，近日，澄迈县2022年生产安
全事故政企联合应急演练在马村港区二期码头斜
坡泊位举行。

此次演练设置事故发生、信息报告、企业先期
处置、县政府应急响应、衍生事故、应急响应解除
等环节。演练过程中，严格按照演练方案要求，各
部门密切配合、大力协作、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圆
满完成了各项预设目标，充分检验政企联动应急
预案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有效提高各部门应急联
动机制的快速响应能力。演练现场出动消防车、
救护车、环境监测车、油污清理船等抢险救援力
量，调动防毒面罩、油气检测仪、防辐射装备、监测
仪器等300余件应急物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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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福鸡扶贫产业项目示范基地饲养的鹅苗。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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