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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中下旬以来，又迎来了
山兰旱稻“一年一造”的播种时节。
在白沙青松乡拥处村，作为当地山兰
旱稻产业的党员致富带头人，吉亚才
正带着农户们在毗邻仙婆岭的缓坡、
山涧，埋下一粒粒“金种子”，期盼着
今年金秋时节迎来好收成。

青松乡位于霸王岭东边，境内
多为山谷、坡地，常年雾气缭绕，气
候十分温润，能给山兰旱稻带来最
好的天然雨露滋养。自2014年以
来，已任该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吉亚

才牵头成立白沙仙婆岭种养专业合
作社，动员该村乃至全乡的群众抱
团发展山兰稻种植及加工产业。在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下，
白沙通过挖掘黎族传统农耕文化，
不断拓宽山兰旱稻销路，产业产值
越来越可观。山兰旱稻俨然已成为
帮助广大农户实现脱贫致富的“金
谷子”。“今后也会继续配合科研机
构做好山兰稻种子培育、筛选以及
试验田栽培工作，让山兰旱稻产业

提质升级，造福乡邻。”身为党员，吉
亚才牢记帮扶乡邻的承诺。

“持续发力，建强基层堡垒，推动
组织兴村、人才兴农。”白沙县委人才
发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白
沙创新人才引育工作，积极培养农村
党组织带头人、党员先锋、农民代表、
致富能手、农业科技人才“五支队
伍”，同时鼓励支持乡贤、退伍军人、
大学生、“田秀才”、“土专家”等各类
群体到农村就业创业，带领群众增收
致富。据悉，在2021年评选表彰的

白沙第二届优秀人才名单里，共有36
人上榜，其中，吉亚才、符小芳等13
人获选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奖。

接下来，白沙将持续扎实开展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行动，增强村级
组织战斗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打造
农村党建示范点和党建特色品牌，
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倾斜，
支持村企合作，扶持党建共建，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加速推动产业振兴
乡村的步伐。

（本报牙叉7月4日电）

7月4日，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对俄村茂密的橡
胶林下，经过3年多的扎根
生长，那片占地240亩的五
指毛桃植株大多已长至3米
以上，一枚枚形似“五指”的
叶片更显苍翠与宽厚。

“支部帮扶到户，产业更
有活力。”对俄村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秦
禧介绍，该村发挥基层党建
引领作用，持续帮扶村民做
强橡胶、益智等传统产业，还
统筹资源引进发展五指毛
桃、朝天椒等特色产业，做强
做优村集体经济；尤其自今
年3月以来，作为帮扶单位，
海南省委办公厅的17个党
支部与该村64户脱贫户达
成结对帮扶，另一帮扶单位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37
个党支部结对帮扶其余的
99户脱贫户，实现党支部帮
扶全覆盖。

白沙县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白沙夯实
基层党建凝聚合力，聚焦“两
不愁三保障”、产业、就业等
领域开展精准帮扶，尤其善
于运用“加减乘除”做好、做
实生态产业文章，助推对俄
村、打安村等乡村振兴工作
显成效。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徐辉

“种植五指毛桃两三年后，就能
采挖根系用于制作药补食材，时间
越长，药补价值越大，现今市场行情
很好。”秦禧说，经驻村干部与村“两
委”班子多轮商榷，该村在大力发展
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还把可能对
破坏林下经济的牛羊养殖等产业进
行调整，实施异地托管，此举也能让
整村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与
提升。

“推动乡村振兴，关键在于要选
优配强驻村及‘两委’干部，更要锤

炼他们善于做好‘加减乘除’。”白沙
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提出，要专
于做“加法”，加强乡村振兴队伍建
设，筑牢基层党组织堡垒；要勇于做

“减法”，有序调减部分乡镇甘蔗、木
薯等低效农作物种植规模，及时削
减一些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的
养殖产业；此外，要精于做“乘法”，
做到以点带面，或串点成线，让特色
产业多点开花，形成良好的示范辐
射作用；要善于做“除法”，及时消除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发力做

好惠民产业。
据介绍，2021年，白沙高质量选

举新一届村（社区、居）“两委”干部
592名，100%实现党组织书记和主
任“一肩挑”；同时，选优配强乡村振
兴工作队，共选派234名乡村振兴工
作队员（其中75名为驻村第一书记）
组建86个乡村振兴工作队，实现11
个乡镇和75个行政村全覆盖。在此
基础上，白沙还不断调整优化联系
帮扶机制，将每名帮扶干部所帮扶
对象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一个村或者

一个乡镇，由此减轻帮扶干部的工
作压力，提高帮扶成效。

今年以来，白沙结合“能力提升
建设年”活动部署，先后举办全县驻
村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题
培训班、全县村（社区、居）及“两新”
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专题培训班、全县村（社区、居）副
职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等，
多举措提升驻村干部及村“两委”班
子乡村治理能力及水平，为加快实现
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选优配强 做好“加减乘除”

大雨过后，又迎来晴天。在白
沙打安镇长岭村的兰花种植基地，
一株株姿态素雅的兰花竞相绽
放，符惠芬等村民正娴熟地给兰
花装盆、滴灌营养液等。

驻 村 干 部 吴 俊 才 介 绍 ，自
2018 年起，在各级帮扶部门的支
持下，按照“政府+企业+村党支
部+村民”模式，打安镇优先选点
在长岭村腾出40亩土地发展兰花
产业，并积极培训村民在基地务
工。目前，该基地种植的兰花品
种有文心兰和石斛兰，共计 28 万
株，大多销往上海、云南、广东等
地区。经统计，包括销售花卉、种

苗等，2021 年长岭兰花基地收入
100多万元，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同时，村民分红超过 30万元。按
照白沙提出将打安镇打造成为兰
花特色产业小镇的布局，自今年
初以来，有关部门动员多方力量，
谋划在打安镇合水村再建一个占
地50余亩的兰花基地。截至今年
6 月，该项目已建成一期 20 余亩
基地，已种植兰花约17万株；项目
第二期也在加速施工中，预计于今
年7月底建成投产。

“农户不得闲，农田能生钱。”白
沙青松乡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吕延波介绍，

2021年以来，该村党支部以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承包的方式，陆续整合
村民零散的撂荒地用于轮作特色瓜
菜及山兰旱稻，推进该村常年蔬菜
基地建设实现助农增收。同时，依
托海南长臂猿C种群常年栖居在毗
邻青松村的斧头岭区域的优势，该
村正在优化“寻源头（三江源头）、闻
猿声（海南长臂猿）、观猿影、结缘
分”特色乡村游路线。截至今年6
月，青松村已完成“青缘·山色”特色
民宿的相关配套建设，预计近期将
正式运营。

“支部强起来，群众富起来。”白
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白沙采取“党组织+合作
社+致富带头人”“党组织+企业+农
户”等多种形式，紧扣“稳胶扩茶扩
药创特色”产业体系，成功培育了打
安镇长岭村兰花、牙叉镇新高峰村
菌菇等“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特
色产业品牌。据悉，白沙在完成
2019 年至 2021 年扶持壮大 45 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今年继
续遴选打安镇合水村、青松乡益条
村等 15 个行政村，分别予以每村
50万元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产业，带动村民积极投工投劳实
现稳定增收。

“党组织+”做强村集体产业

人才兴农 产业振兴乡村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我自小就在珠碧江边长大，这几
年看着部分河段变得浑浊，心里很不
是滋味。这回政府要下大力气治理珠
碧江，养殖户们很支持，大多都提前清
空了养殖场！”7月4日，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七坊镇龙江农场33队辖区，养殖
户欧阳跃正在拆除自家那片大约10
亩的猪舍及鱼塘附属物，言语之间显
得很干脆。

白沙七坊镇副镇长谢卓飞介绍，
截至今年6月，该镇已与欧阳跃等共计
106户养殖户达成相关清退及补偿协
议，涉及养殖水面达792余亩；自今年
6月26日珠碧江流域（白沙段）水环境
综合治理项目进场施工以来，该项目
范围内养殖设施的拆除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中。此次狠下决心来“拆”，源于
近两年来珠碧江“体检”状况堪忧——

2020年、2021年珠碧江水库水质为Ⅳ
类，该区域内水质出现下降趋势。

“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白沙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伟业介绍，作为
白沙重要水系之一，珠碧江主要发源
于七坊镇南高岭，流经打安镇、七坊
镇、邦溪镇、荣邦乡，自南向北流至儋
州交界处折向西北最终汇流入海。但
是，近年来，在珠碧江中上游，大量的
鱼塘、家禽及牲畜养殖、种植等人类活
动降低了河流水质，水浮莲快速繁殖
也侵占了河道岸线，导致珠碧江的生
态系统及生态功能遭到破坏。

今年2月，白沙县政府制定印发
《珠碧江流域（白沙段）水环境治理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要求通过“源头减
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污染防治
策略，集中力量、联动执法、形成合力，
全面清理和重点消除珠碧江流域水环
境污染问题；同时，安排白沙生态环境

局组织实施珠碧江流域（白沙段）水环
境综合治理项目，通过综合治理和生
态修复工程，推动削减污染物入河量、
恢复其生态与环境功能，实现珠碧江
流域水质改善和生态系统健康稳定。

“着眼岸上根源，才能解决好水里
难题，但绝不是一拆了事。”白沙县政
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加速实施珠碧江
流域（白沙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既是落实“六水共治”、响应河长制的
需求，同时对提升白沙治理流域污染、
改善地区水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文明
水平具有积极意义。据悉，早在2021
年6月，该项目就已提前启动污染源
排查溯源识别以及前期规划设计等相
关工作，并同步开展对珠碧江水库周
边项目区范围内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清
退登记工作；通过前期一系列的治污
控源措施，珠碧江水质正在逐步好转，
今年一季度水质已达到地表水Ⅲ类水

质标准。
“针对不同的

点位，采用不同的
治理工艺进行生
态修复。”该项目方
有关负责人孙二猛
介绍，以珠碧江水库
前置库工程为例，针
对珠碧江水库鱼塘尾
水溢流、农业面源污染等
环境突出问题，实施退塘还
库治理，增加水资源容量，同时利
用清退鱼塘、废弃鱼塘建设滞留塘、生
态塘、缓冲带等，打造清新水环境。而
在珠碧江干流农田退水生态净化工程
点位，将采用“生态拦截沟+草滤带+滨
岸带湿地”生态工艺，对现状沟渠进行
生态改造和功能强化，同时利用河道
滩地进行草滤带、滨岸带湿地建设，净
化田洋退水中氮、磷污染物，实现农业

面源污染物减量或超低排放，持续改
善水环境质量。

按照规划，至2023年底，珠碧江
流域（白沙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将
竣工；到时，一幅幅水清、岸绿、生态美
的生态画卷又将生动地呈现于珠碧江
岸线。 （本报牙叉7月4日电）

海南第三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公布

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上榜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经过评选，省教育厅近

日公布第三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白
沙黎族自治县五里路有机茶园等24个基地入选。

五里路有机茶园距白沙陨石坑约2.5公里，
占地约有300多亩。多年来，五里路有机茶园坚
持人工除草、物理驱虫等种植方式，还通过饲养数
百万条蚯蚓制作有机肥的方法，让有机茶园在每
一个管护及生产环节都做到名副其实，并于2014
年起陆续通过中国、欧盟及美国有机认证。

“围绕小学、初中、高中不同的学生群体，我们
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生态研学体验课程。”该茶园负
责人符小芳介绍，通过搭建“生态茶园”和“自然课
堂”两个品牌载体，组织中小学生开展种植管护实
践体验、手工炒茶体验、农耕采摘体验、民俗文化
体验等，让中小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享受农耕及制
茶的艰辛与乐趣，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据介绍，
仅今年6月以来，就有来自白沙、琼中、儋州等数
个市县的学校组织多批中小学生前来该茶园开展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接下来，五里路有机茶园还将推出周末节假
日、夏令营、自由组合等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套餐”。

白沙农户种菜卖菜
可享多项奖补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根据近日印发的《白沙
黎族自治县2022年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奖补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凡是在白沙县境内种
植、销售蔬菜并符合奖补条件的农户、外来人员以
及企业都可以享受田头电子秤蔬菜过秤奖补、田头
蔬菜平价收购奖补、蔬菜大棚建设奖补、平价菜零
售摊点摊位费奖补等补贴。据悉，白沙今年定下目
标要求全县常年蔬菜基地规模达到2100亩，蔬菜
自给率65%以上。

该《方案》规定，自今年起，凡是在淡季的5月至
10月期间，白沙各乡镇农户种植蔬菜类、豆类达3茬
以上的，每年每亩可获补贴1000元，种植瓜类、椒类
及特色品种每年每亩可获补贴500元。与此同时，
对于通过田头电子秤采购的蔬菜，白沙有关部门将
予以奖补0.2元/斤；对于以海口江楠市场价格基准
收购的农户田头生产端蔬菜，农户还可获得奖补
0.5元/斤。白沙供销合作联社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已常态化组织协调菜篮子冷链配送车开进各乡
镇及村庄收购蔬菜，每天实行电子秤记账存底，按
照种菜卖菜的实际数量，及时予以相应的补贴。

此外，白沙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
对新建蔬菜大棚进行奖补，但每亩奖补最高不超
过5万元。同时，白沙还通过摊位费补贴等形式，
多举措引导县内超市摊位、农贸市场等网点积极
销售平价菜，提高白沙平价菜销售量及零售保险
的出单数量，同步实现平价蔬菜市场供应充足、产
销衔接顺畅、质量安全可靠、价格波动可控、农民
稳定增收、群众得到实惠等。

白沙陨坑茶荣膺两项金奖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作为国内茶行业高规

格标杆赛事，经过层层遴选，“中茶杯”第十二届国
际鼎承茶王赛春季赛近日公布评选结果，海南天
然茶叶有限公司“陨坑茶”品牌绿茶、红茶同时获
得金奖。据悉，该企业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陨石坑
附近区域拥有2000亩有机茶园，其产品“陨坑茶”
此前已通过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以及国际雨林
联盟有机认证。

本次大赛由中国茶叶学会提供技术指导，评选
设置白茶组、红茶组、绿茶组、黑茶组等，吸引了国内
320余家企业报名参赛，共计收集了600多份审评
茶样，其中红茶、绿茶占比55%左右。赛事审评专
家组从茶样条索、色泽、匀净度、香气、汤色、滋味、叶
底等各个方面，对茶叶样品进行专业审评，旨在树立
产业标杆，指引市场消费，推动茶产业良性发展。

据统计，白沙共有茶企、合作社及小作坊等
14家，全县茶园规模有1.025万亩。白沙茶产业
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白沙正在加
速推进茶产业提升行动，努力让茶产业实现多方
共赢。据悉，今年6月底，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等
专家组成的调研组一行来到白沙“陨坑茶”等茶
园，就茶产业、茶科技、茶生态等进行调研，并建议
白沙要全力打造茶叶品牌、加大茶树品种选育工
作，尤其是特色茶树品种选育与示范，发展特种绿
茶、红茶，并结合当地的民族特色增强茶文化内
涵，助推茶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白沙开展巾帼护水
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唐海强）“党员
干部又过来带头清理河道垃圾了，以后我们也要
改掉乱丢垃圾的不良习惯，用实际行动保护好南
叉河。”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平村南
叉河河道旁，白沙妇联组织党员干部及广大职工
开展“美丽白沙·我是行动者”巾帼护水志愿服务
活动，符洪开等村民看到大家都在忙着捡拾冲刷
至河道边的塑料袋等废弃物，也都自觉地参与到
这次活动中来。

据介绍，自今年2月以来，为了助力推进“六
水共治”工作，白沙妇联积极组织巾帼志愿者深入
各乡镇开展护水志愿服务活动，在协助当地有关
部门做好河道保洁、排污沟渠清理等工作的同时，
还向当地群众宣传“六水共治”的内容及意义，持
续增强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让爱水、护水成为群
众的自觉行动。

白沙夯实基层党建聚合力，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扎根乡土为乡邻 助农增收践初心

珠碧江流域（白沙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初见成效

抓准岸上根源 解决水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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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打安镇打安村村民在兰花基地里务工白沙打安镇打安村村民在兰花基地里务工。。 （（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