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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开设庭审纪法教育课堂
宣教并重，增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本报文城12月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云平）“警示教育片也看了不少，但是看完听完后
并没有起到警示作用。不是积极主动投案自首，去
跟组织交代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存在侥幸心
理，想蒙混过关……”近日，在文昌市人民法院庭审
中，文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原四级调研员许达
超的忏悔让观看的党员干部受到警醒。

组织参加法院庭审，是文昌市纪委监委增强
党员干部“不想腐”思想自觉的有效手段之一。

近年来，该市把警示教育搬进庭审现场，开设
庭审纪法教育课堂。每年选取重点案例，组织案发
单位的党员干部和一些重点部门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到庭审现场聆听，以案释纪、以案说法，多维度剖析
案件，让党员干部“零距离”感受纪法威严。

“旁听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腐败典型案例庭审，
比以往通过文字、图片等方式的警示教育更让人震
撼。”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该
市纪委监委已18次开设“庭审纪法教育课堂”，多
批同级同类党员干部在庭审现场接受警示教育。

文昌为新录用公务员
敲响“廉政警钟”
上好年轻干部廉政教育第一课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黄云平）近日，
文昌市纪委监委在对2021年来新录用公务员岗
前培训暨廉政教育培训班上，结合近年来发生在
年轻干部身上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为35名初任
公务员敲响“廉政警钟”。

“这次廉政教育为我们年轻干部‘量身打造’，
我深受触动，尤其是警示教育片中年轻干部违纪
违法的实例非常鲜活，警醒我们走上公务员岗位
后要秉持初心、坚守底线。走好廉洁从政‘第一
步’，走稳成长成才每一步。”谈及学习感受，学员
们纷纷表示将以实际行动做一名合格的、党和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

“对新录用公务员开展廉政教育是文昌市纪
委监委抓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一项新做法，
也是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一项具体举措。”文
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综合运用教
育培训、廉政家访、谈心谈话等多种形式和内容，
打好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组合拳”，为干部筑
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为有效预防“低龄化腐败”问题的发生，文昌
市纪委监委督促各级党组织关注年轻干部“朋友
圈”“社交圈”“生活圈”，动态掌握年轻干部综合
表现、思想动态、“八小时”外日常生活等情况，帮
助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海南就业驿站
文昌文城站揭牌
提供24小时全天候自助服务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海南就业驿站文
昌文城站揭牌，这是我省首家24小时开放的站
点，也是我省首家推出同城生活服务平台的站点。

据了解，省就业驿站文城站由海南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及文昌市就业局共建，是文昌
市着力提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的一项重要举
措。驿站以“服务用工需求、对接重点产业、推动经
济发展”为宗旨，为广大务工人员提供用工咨询、求
职登记、信息发布、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现场洽谈、
权益保障等“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

“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
走进文昌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文城12月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冯大伟）近日，2022年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
民活动走进文昌市蓬莱镇罗宝村，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方式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推进乡村
振兴等各项工作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本次惠民活动通过文艺晚会、画展、讲座、农
产品展销等形式开展。在农产品产销环节，罗宝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提前进村入户，与农户沟
通协商，展示本村比较具有代表性农产品。农户
积极响应，推出了菠萝蜜、罗宝红糖、胡椒、山柚
油、莲雾等产品放在展览区展销。

此外，演出过程中还设有党的二十大知识问
答互动，通过问答形式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

文昌开展
职业培训进乡村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叶滋旺）日前，文
昌市会文镇边海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文昌市就业
局，组织开展了为期12天的“厨师”“育婴员”等工种
的职业技能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边海村富余劳动
力就业和创业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此次培训是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在前
期大走访大排查的基础上，根据村民对职业技能
的迫切需求，为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而组织开展的。培训围绕“厨师”和“育婴员”
两个专业的原理和工艺要求、具体操作技术要领
及实操等内容展开。

授课老师们围绕培训专业从文化、安全、需求
前景等角度，从技术标准到具体操作要领，都一一
进行详细讲解。此次参加厨师培训学员110人，
参加育婴员培训67人。

“现在正好是施肥的时候，土
壤有了‘力量’，才能长出饱满的
果实。”12月6日，在革命老区文
城镇南阳村，村民王书请来了工
人给胡椒地施肥。明年春夏之
交，胡椒就结出饱满的果实。

近年来，文昌市充分利用政
策，引导群众种植橡胶、槟榔、胡
椒等热带作物和莲雾、菠萝、香蕉
等热带水果，织出一张丰富多元
的产业网。又积极谋划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织密路网，稳住了村庄
产业发展的基石，再通过带动村
民“触网”，利用互联网直播将产
品卖出村庄，实现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

“这些年，农户收入可观，家家
户户盖起来小楼房。现在村里环
境也比较好，游客越来越多，愿意
回家乡发展的年轻人也多了起
来。”南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陈杏兰说，近年来，南阳村打造
了以金花村为代表的富有革命老
区特色的美丽乡村，生活环境的不

断改善和村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使
南阳村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
增强。

“红色基因将赋予南阳村更多
发展的潜力。”陈杏兰介绍，文昌市
还制订了南阳革命老区规划方案，
将红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与延伸，
并计划与侨乡文化及美丽乡村、特
色产业结合起来发展旅游，让所有
到南阳的游客有得住、有得吃、有
得玩，绘就乡村美、产业兴、农民富
的美好景象。

文昌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文昌拥有丰富的红色资
源，如文教镇水吼村、东路镇美
德村，在乡村振兴中，这些村庄
都将充分发掘红色文化的精神
内核，不断转变发展方式，提升
红色旅游综合效益，将红色旅游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其
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
裕中发挥作用。

（本报文城12月8日电）

文昌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产业“活水”浇灌乡村沃土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文昌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征求公众意见版）》（以下简称《规
划》）近日发布，提出要融入海南自贸
港“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格
局，建设文昌通用机场等内容。

《规划》从区域协同、空间格局、
中心城区布局优化、三线划定、支撑
体系等方面对文昌国土空间进行了
规划，提出文昌要融入海南自贸港

“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格
局，构建生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
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发展航天航
空、数字服务特色产业体系；强化
沿海网络化交通格局，推动城镇、乡
村紧密联系。其中包括主动融入

“海口经济圈”，促进沿海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

空间格局上将紧抓一核、做强
两带、突出三组团、多点开花，其中

一核指文昌国际航天城（中心城
区），两带是滨海旅游公路发展带、
海文高速公路发展带，三组团是环
八门湾综合组团、环木兰湾发展组
团和铜鼓岭-月亮湾旅游组团，多点
则意味着市域腹地多个城镇和产业
发展节点。

同时，文昌还将构建“一带三
区、四轴四心多节点”中心城区总体
空间结构，即形成滨海休闲旅游带，

串联生态八门湾和魅力高隆湾；发
展文城、清澜、航天3个主要城市片
区；构建文昌大道交通轴、航天大道
发展轴、航天产业发展轴和文清大
道发展轴等 4条主要轴线；打造国
际航天旅游消费核心、航天科技核
心、文城公共服务中心、清澜公共服
务中心；形成中心城区内多个产业、
文体和物流节点，共同构成中心城
区多层次、网络型的城市公共节点

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文昌还将通过深

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度假产业、现
代服务产业、海洋新兴产业、热带特
色农业等“五大”产业领域，加快现代
产业转型升级；并将建立海空交通枢
纽，立足“四方五港”，提升改造清澜
港的综合对外功能，加快木兰港建
设；建设文昌通用机场，作为美兰、博
鳌等机场的补充。

文昌国土空间规划将紧抓一核、做强两带、突出三组团、多点开花

主动融入“海口经济圈”促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从东阁镇凤山村今年
新种植的黄金百香果迎来
丰收，到公坡镇水北村脱
贫户摇身变成养鸡大户；
从冯坡镇贝山村修渠引水
打造千亩良田，到重兴镇
新寨村不断完善村内基础
设施，着力提升村容村貌
……走进如今的文昌乡
村，可以见到产业发展给
农民带来的丰厚回报，可
以见到愈发美丽的乡村环
境给人们精气神带来的新
变化，也可以见到人们用
好特色资源筹谋未来发展
的新思路。这一切，离不
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
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
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
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

当下，文昌持续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
展农村特色产业，优化农
村人居环境，全面谋划乡
村发展长远之计。

12 月 5日，天气晴好，东阁镇凤山
村竹根村民小组的55亩黄金百香果已
然果香浓郁。一大早，脱贫户邢汝媛
就走进果园里。叶片上的露珠还在，
邢汝媛的双手游走在果实之间，拣着
饱满的百香果摘。不一会，露水就打
湿了邢汝媛的袖口，她却顾不上这些，

“我是靠打工脱了贫，只要有活干，吃
点苦不算什么。”

邢汝媛一天有120元的工资，工资
不算高，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而黄金
百香果产业给凤山村带来的前景，更是
村民们所看重的。

“市场的需求就是我们发展产业的
风向标。”凤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吕新华说，黄金百香果产
业是村里 2021 年的重点产业，这是经
过充分市场调查后的选择。在市场调
查中，乡村振兴工作队发现，这类果品
市场价高，“而且种起来结果快、果量
大、市场需求高，很快就能看到收益”。

选准了合适的产业方向，凤山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行动起来。他们做通村
民思想工作，整合103亩撂荒地种植黄
金百香果，并流转了400多亩土地交给
专业企业合作种植。“现在不光是村里
的闲置土地资源得到利用，村集体收入
上来了，这个产业还能给周边村民提供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吕新华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是支
撑。像凤山村这样依靠产业让村庄发
展“活”起来的例子不在少数——潭牛
镇华侨农场的罗非鱼口感鲜美，品质优
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公坡镇
水北村的文昌鸡品质优良，常常“一鸡
难求”……

“防止脱贫户返贫，产业是最坚实
的基础。”文昌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当前文昌坚持把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立
足当地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今年
以来，已经投入1.05亿元产业资金，实
施84个产业帮扶项目。

河水从田间流过，绿林掩映着民居，
一幅乡村美景在重兴镇新寨村深板村民
小组展开。作为海南省三星级美丽乡
村，近年来，深板村以乡村振兴为契机，
因地制宜规划村庄建设，不断完善村内
基础设施，着力提升村容村貌，助推乡村
振兴工作迈上新台阶。

“深板村住宅样式和布局得益于‘规
划先行’的建村原则。”新寨村驻村第一书
记陈光晶说，深板村土地肥沃，人均种植
土地面积达20亩，村民们也依托土地优
势种植莲雾、荔枝、胡椒等热带水果和经
济作物实现增收致富。从2015年开始，
村中原先的瓦房相继建成了面积统一、样
式相同的小洋楼，“村庄建设将村中所有
住房、村路进行统一规划，才有了现在景
美、宜居的深板村”。

村内道路整洁，不时还能见到村民自
觉清理散落的树枝、落叶。陈光晶说，在做
好村中环境卫生方面，深板村划分4个清洁
区，两三户负责一个清洁区，每周五开展大

扫除，每户家庭都会积极参与打扫村中公
共区域的卫生，“在打造美丽乡村时，村里
建设了一套完善的排水和排污系统，解决
了过去污水横流的问题。同时绿化也较为
完善，给大家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

诚如陈光晶所言，闲步村中，沿途树
木林立，屋舍俨然，干净整洁的村道旁花
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未来，深板村将
不断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一步
统一规划建设，借助三星级美丽乡村品牌
进行乡村旅游推广，将深板村打造成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文昌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
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文昌紧紧围绕

“改善农村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美化
村容村貌”的目标，全面推动农村环境由

“外在美”向“内在美”“一时美”向“持续
美”转变，稳步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林定超 黄锦

深挖精神内核 丰富发展新动力C

昌洒镇昌兴村发展的香水柠檬种植业。
本版图片均由文昌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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