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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力争到2023年底
新增地理标志商标6件以上

本报讯（见习记者颜天斌 记者叶媛媛）
近日，《定安县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以下简称《方
案》）出台。到2023年底，定安将力争新增地
理标志商标6件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
用主体达7家以上。

《方案》提出，定安将着力培育地理标志
优势产业，鼓励以“定安粽子”“定安黑猪”“定
安大米”等地理标志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为
主导，推广“地理标志＋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提升生
产标准化、产品特色化、身份标识化、全程数
字化水平；加快构建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
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为主体的产
品品牌体系，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
益好、辐射带动强、知名度较高的地理标志优
势产业。

有目标

定安粽子产业
年产值增至5.43亿元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黄荣海）定
安粽子产业又一次实现新突破。自去年端午
节结束至今年端午节，定安粽子总销量达
3622万个，较去年同期增加402万个；产值
达5.43亿元，同比增长12.5%。

产业提升离不开政府助力。今年端午节
期间，定安以粽子为媒，绘制美食文化地图、
打造惊喜福袋等创意产品，多维度、立体化展
示定安美食和旅游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定安的特色产业，定
安粽子近年来也一直带动着定安黑猪养殖、蛋
鸭养殖、富硒稻米种植、柊叶种植等上下游产
业发展。自去年端午节结束至今年端午节，共
拉动定安黑猪肉及大米销售近700万斤，咸鸭
蛋近3000万个，粽叶1.6亿多张。

有亮点

近日，在岭口镇举办的“大比武”擂台
赛中，来自该镇9个乡村的村党支部书记
和驻村第一书记轮流上台述职，通过“亮”
出乡村振兴实践成效，“晒”出基层一线工
作亮点，“析”出发展瓶颈和解决之道。

类似这样“村内比、镇内评、县内赛”
等方式，在定安并非孤例。记者了解到，
自“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定安
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
式，推出支部规范化建设、办文办会、乡村
振兴示范点创建、项目落地、营商环境改
革领跑、产业发展、“六水共治”攻坚、优化
工作流程、村党支部书记暨乡村振兴工作
队长论坛9个特色比武项目，通过晒出成
绩、找出差距，推动干部找准定位、查摆不

足、明确方向、比出水平。
同时，定安积极推进“揭榜挂帅”攻关

行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重点工作公开承诺
事项，目前已推动解决农田灌溉、路面修
补、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共计172个问题。

定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磊表
示，下一步，定安县将紧扣“能力提升建设
年”主题，深化拓展“岗位大练兵”成效，紧
紧围绕“学、改、比、帮、传、练、育”等七个
关键环节，持续提升干部政治能力、改革
创新能力、攻坚克难能力、抓落实能力、风
险防控能力和系统思维能力等六种能力，
打造一支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的“双一流”干部队伍，推动广大干部在实
践、实干、实战中提升能力素养、练就过硬
本领、创造一流业绩。

（本报定城7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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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口镇9支工作队共承诺12个事项，完成率83.33%；新竹镇
7支工作队共承诺12个事项，全部如期完成……”

近日，定安县各镇纷纷“晒”出乡村振兴工作队承诺事项“成绩
单”，以公开促落实、促服务、促提升，展现乡村振兴新气象。

一项项亮眼的成绩，不仅是各乡村振兴工作队工作的“比拼较
量”，更是定安“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成果的生动展现。而这背后，
离不开定安精心谋划的能力提升建设“三组拳”。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可提高基础设
施使用年限，减少维护成本”“建立预警机
制，设置12小时处理红线，可确保市政污
泥清理水平稳步提升”……

7月27日上午，一场激烈的“头脑风
暴”在定安县雷鸣镇同仁村内“上演”。
正在参与讨论的，是定安新任科级领导
干部培训班中的第四小组学员。眼下，
他们正针对团队选定的“市政污泥处置
及资源化利用模式探究”课题开展实地
研究。

不同于以往坐在教室里的讲座式培
训，定安将此次培训课堂“还”给干部学
员，把课堂听讲转变为实地感受，让干部
们在看、听、思、悟中独立分析研判，在实
战中获得能力提升。

尽管大家来自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岗

位，不少干部甚至从未涉猎过治水相关知
识，但大伙无惧跨界、迎难而上的热情，依然
给小组组长、共青团定安县委副书记赵可留
下了深刻印象。“光是在调研现场，组员们就
提出了十余条建设性意见。”赵可说。

调研过程中，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样
的培训方式与定安实际工作相契合，不仅
更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还能打开认知，提
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事实上，类似的培训，在定安并不少
见。在“大培训”活动中，定安正着力以

“体验+”“实践+”“互动+”“测验+”为核
心，打造“4+”创新模式，提升培训实效。

此外，定安还采取开展读书日、业务
讲堂、业务小擂台、干部一堂课等多种方
式，抓好业务知识培训，提升干部专业能
力和业务水平。

修内功 强筋健骨锻本领

提质效 简化流程优服务

不久前，定安润丰矿业有限公司综合
部经理丑亮，到定安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申
请办理取水许可证审批，一项“踏勘前置”
服务引起了他的关注。

“过去办理取水许可证，需要先完成
防洪评价，获得批复后再递交窗口，进行
现场踏勘，整个流程往往耗时多日。”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丑亮申请了“踏勘前
置”服务。没想到，当天定安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就派专人到项目现场完成踏勘，
帮助企业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取水许可事
项审批。

攥指成拳，方能形成合力、上下共
进。这是定安突出流程优化再造，推进

“大练兵”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
定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月鑫介绍，

结合该县持续开展的“岗位大练兵”活动，

定安在“大练兵”活动中不断纵向延伸，以
优化工作机制为突破口，针对不适应实际
需要、过于繁琐复杂的工作流程进行再
造，着力解决了一批“机制不完善、运转不
顺畅、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

截至目前，定安共优化内部工作流
程171项，优化跨行业部门工作流程57
项，优化单位面向服务群众工作流程
505项。

此外，抓好基层骨干培养，开展优秀
干部双向挂职和跟班学习工作，也是定安

“练兵”的重要方式。
7月中旬，定安已从各镇选派业务骨

干到县直单位跟班学习。不仅如此，定安
还选派多名优秀干部到浙江省安吉县挂
职锻炼，让干部们到省外较发达地区开阔
眼界，对标一流补齐能力短板。

强根基 亮出成果比实效

■ 见习记者 颜天斌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漫步在宽阔整洁的村道上，道路
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不远处，池塘
里碧波荡漾。家家户户门前，一块块
小花园、小果园葳蕤生香、生机盎然，
让人不由得停下脚步驻足欣赏。

7月28日，步入定安县岭口镇田
堆村，一幅精致悠然的田园画卷在眼
前徐徐展开。

“瞧，这里种的是巴西橄榄。再看
那儿，树上的黄金木瓜快要成熟了。”
田堆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珍平指着不远
处的一片小果园介绍。

尽管如今的田堆村整洁有序，但
在一年前，“雨天两脚泥，晴天一身土”
是村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刚
刚上任的田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奕江便下定决心：“要让村里的
环境变得干净、整齐、整洁。”

田堆村的改变，是从村里一块块
“巴掌大”的撂荒地开始的。

在村“两委”干部的带动下，这些
撂荒地从过去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变成了一块块色彩缤纷的小菜园、小
果园、小花园和小公园。

刚开始，部分村民对此并不理
解。村民陈侠铗起初认为，村里的干
部年纪轻，“四小园”的改造只是配合
上级部门工作的“一阵风”，说什么也
不愿清理家门口的荒地。

“您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
望，肯定把这个事情做好。”为了彻底
打消村民的顾虑，村“两委”干部跑前
跑后，积极开展工作。看着以前的撂
荒地一天一个新模样，反对的声音不
见了，越来越多村民放下成见，自发参

与到田堆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中。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实现

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拥有一个强
有力的基层党组织至关重要。

村民陈显亮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自去年村“两委”班子完成换届后，大
伙儿家里时不时就会出现干部们的身
影。他们不仅上门向村民耐心讲解打
造美丽乡村的各项政策，还时常为村
民们出谋划策，解决实际困难。大到
村里产业基地的建设，小到家庭矛盾
纠纷。哪里有需要，党员干部的身影
就会出现在哪里。

田堆村委会纪检委员陈明汶说，
“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已经成
了干部们心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
么做就是以防村民有急事，能第一时
间联系到我们。”

环境好了，人心也更齐了。“看着
村里环境越变越好，就像自己的孩子
一天天在长大。我们就是想干出点
实事，发挥好党员的带头作用，让更
多田堆村民从中获益。”田堆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符冬
林感慨道。

近一年来，在田堆村党员干部的
带领下，村里的产业发展逐渐驶上“快
车道”。就在前不久，投产仅半年的百
香果产业基地喜获丰收，不少村民因
此增产增收。

未来，田堆村还将陆续发展桃金
娘、葡萄等水果产业，并因地制宜打造
特色旅游项目，与周边现有景点形成
配套对接，带动田堆村乡村旅游发
展。“我们有信心让田堆村的特色产业
越办越好，让更多的村民走上致富道
路。”陈奕江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定城7月28日电）

G360文临公路项目定安至澄迈段加快推进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有关部门获悉，目前国道G360文临公

路项目定安至澄迈段土建工程已接近完工，桥梁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交
安、机电、房建工程正在建设中。

文/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程守满 图/通讯员 程守满

定安岭口镇田堆村：

党建“执笔”绘就美丽乡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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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口镇田堆村百香果采摘园内，黄金百香果挂满枝头。 通讯员 程守满 摄

修内功
自“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开展以来
定安举办各类培训班、专题

讲座、集中学习会、领导干部上
讲台、业务小讲堂、宣讲会等

628期次

培训各级各类干部

超过3万人次

提质效
优化内部工作流程

171项

优化跨行业部门工作流程

57项

优化单位面向服务群众工作流程

505项

强根基
推进“揭榜挂帅”攻关行动

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重点工作公
开承诺事项

目前已推动解决农田灌溉、
路面修补、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共

计 17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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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消费助农大集市
累计销售金额超28万元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见习记者颜天斌
通讯员王槐伟）近日，为期近一个月的定安县

“乡村振兴·消费帮扶月”消费助农大集市活
动在该县雷鸣镇落幕，此次活动销售累计金
额达28.116万元，2家企业现场达成合作意
向并签订协议。

定安县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活动有效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巩固脱贫
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实现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有成效

定安多家企业
助力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本报定城7月28日电（记者叶媛媛 见
习记者颜天斌 通讯员王兰兰）7月28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共青团定安县委获悉，2022年
定安县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自7
月初启动以来，受到多家企业积极响应，截至
目前已收到爱心捐赠16.37万元。

共青团定安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帮
助定安品学兼优的困难学子圆梦大学，鼓励
更多的企业家、团体和个人伸出友爱之手，积
极参与到捐资助学的行动中来。同时，符合
条件的学生可于8月20日前在海南助学网
进行助学申请。

有温度

定安开展“营商环境体验官”
办事体验活动

本报定城7月28日电（记者叶媛媛 见习
记者颜天斌 通讯员王琳文）7月26日，定安县
营商办联合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服务中
心共同开展“营商环境体验官”办事体验活动，
邀请一批企业代表作为“营商环境体验官”，“零
距离”体验事项办理流程和服务过程。

在政务服务大厅，“体验官”们了解了各
个窗口的主要职能和服务范围，体验了预约
服务、指导帮助使用智能设备等全程“一对
一”帮办代办服务，感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特殊时段施工作业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等事项办理流程。

定安县营商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
动以市场主体的亲身体验为标准，通过倾听
企业办事感受，准确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这
将进一步助推定安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