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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烈镇首届“白石黑米杯”乡村振兴农民书画展暨作品义卖活动现场乌烈镇党委书记孙如洪带队到先田坝开展整治行动 乌烈镇干部向参观人员发放“六水共治”宣传册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参与整治行动

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扫黄打非”宣传册

6月25日上午，乌烈镇首

届“白石黑米杯”乡村振兴农

民书画展暨作品义卖活动开

幕式在白石村白石小学举行。

开幕式上，爱心企业海南

旻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捐赠

人民币8万元作为白石村乡村

振兴工作经费，著名书法家吴

永雄先生向书画展捐赠墨宝

“白石黑米”牌匾字画。随后，

参加活动的领导为此次书画

比赛获奖的代表颁发证书及

奖品。开幕仪式在白石村广

场舞队欢快的舞蹈和主持人

优美的歌声中圆满落幕。

开幕式结束后，各书画专

家代表、白石村少年儿童书法

爱好者在现场开展挥毫活

动。书画家们挥毫泼墨，以不

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创

作了多幅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格调高雅的书画作品。挥

毫活动中间还穿插书画作品

义卖环节，义卖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大家纷纷献出爱心竞拍

作品。白石村委会将把义卖

所得用于爱心助学、慰问困难

群众等，确实提高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活动现场，乌烈镇还开展

了消费助农增收大集市活动。

集市上，乌烈镇辖区公司、合作

社和部分个人的十多种特色产

品同台亮相，新鲜的水果、蔬

菜，农家的黑米、粽子、灵芝，喷

香的花生油，鲜艳的兰花等，引

得大家纷纷购买。

此次活动不仅是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还

对进一步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成效以及推动清廉村居建设

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丰富了群

众文化生活，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

急。乌烈镇党委书记孙如洪

表示，乌烈镇将继续锤炼干部

实干硬本领，坚决打好“六水

共治”攻坚战，抓紧抓实抓细

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以实际

行动回应百姓的殷切期盼，用

实实在在的成绩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 （郝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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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乌烈镇以“能力提升建设年”为契机，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进六水共治、乡村振兴等工作

为推进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贡献乌烈力量

为进一步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5月19日下

午，峨沟村委会组织乡村振兴工作队、

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负责人、帮扶

联系人、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在村委会

集中收看海南省全面推进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暨考核评

估反馈问题整改动员部署会视频直

播。进一步帮助大家了解当前形势，熟

悉各类惠民政策，掌握工作技巧和方

法，为扎实开展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

问题排查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抓党建促

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促产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我们会反复学习今天直播的内

容，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乡村振兴实际

工作中的实践举措。”观看完直播后，村

干部们纷纷表示。

为大力宣传和普及“反拐”“防欺

凌、防性侵”知识，切实提高农村妇女

儿童防拐防欺、防性侵的意识和能力，

有效遏制妇女儿童被拐卖和被性侵案

件的发生，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5月 23日上午，乌烈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联合镇妇联开展“反拐”“防欺凌、

防性侵”专题知识培训会。全镇女干

部职工，各村妇女主任、计生员、村民

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志愿者运用通俗易懂、

易为村民接受的语言，紧紧围绕“反拐”

“防欺凌、防性侵”这一主题，以发生在

身边的真实案例为教材，采取以案讲安

全，以案学防范的方式，为参加培训人

员讲解防拐、反拐、防性侵以及防校园

欺凌、反电信诈骗等内容，并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与参会人员加强互动交流方

式，使防拐、反拐、防性侵知识更加入心

入脑。

“通过此次培训，我了解到反拐、防

欺凌、防性侵的重要性，掌握了基本的

防拐骗、防性侵知识技巧以及紧急情况

下的避险策略。回去后我会将今天在

培训会上学到的知识通过村广播播放、

走村入户宣传等方式，让更多村民认识

到防拐卖、防欺凌、防性侵等知识，为守

护妇女儿童的平安健康，携手筑牢安全

防线。”道隆村妇女主任陈小霞表示。

据了解，乌烈镇坚持把“能力提升

建设年”活动作为重点工作推进的平台

与载体，探索培训新方式，助推学习成

果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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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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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干部、各村委会要深刻认

识打赢‘六水共治’攻坚战的重要意

义，把水环境治理作为乌烈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坚决态

度、过硬作风和有力行动，狠抓各项

整治工作，确保精准有效治水，为推

进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绘

就新时代昌江‘人水和谐’美好画卷

贡献乌烈力量。”

2月 7日下午，乌烈镇举行“六

水共治”誓师大会，镇全体领导干部

职工，各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全体村

“两委”干部及水利管理员参会。会

上，镇党委书记孙如洪作动员讲话。

誓师大会结束后，镇全体领导

干部职工前往镇区先田坝、各村在

辖区范围内，结合工作实际选取渠

道、河流、水库等水环境，开展“迎新

春、畅渠道、美河道、洁库面”专项行

动，打响乌烈镇“六水共治第一枪”。

自昌江吹响“六水共治”攻坚战

的号角，乌烈镇积极贯彻落实县委

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将治污水、保

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

水“六水共治”各项工作向纵深推

进。

在乌烈镇峨港村，为了抓好春

季农业灌溉，村里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为契机，结合“六水共

治”攻坚战，积极布管引水，确保一

渠清水进农田，推动解决早造水稻

生产用水，全力为今年粮食丰收和

农民增收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据了解，峨港村的水田一直引

用石碌水库主干渠进行灌溉。今

年，因石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需要，主干渠需停水三个月，峨港村

近2100亩水田受到影响。眼下正是

春耕备耕时节，如果不能适时播种，

粮食产量将出现问题，这让村民们

焦急不已。

为引导广大村民抢抓农时，按

时播种，保障今年粮食生产安全，今

年2月底，峨港村“两委”干部和乡村

振兴工作队员迅速行动，经过多次

调研，决定购买抽水机，铺设引水

管，通过提灌的方式从大广坝灌区

引水，将水源引至水田里。

“我们以前担心没有水种水稻，

现在村委会给我们解决了水的问

题。我已经种了两亩，现在还要加

种两亩。”峨港村村民符锦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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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宣传手册，

您可以拿回家和家人共同阅

读。”8 月 5 日，在乌烈镇街

头，志愿者们正向过往群众

发放“扫黄打非”宣传材料。

当天下午，乌烈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开展“扫

黄打非”净化社会环境宣传

教育活动。志愿者分为两

组，一组到镇主街道沿街商

铺，另一组深入乌烈村、峨港

村农户家，大家向商户和群

众发放“扫黄打非”宣传资料

和宣传小礼品，向群众介绍

“黄”“非”的危害、普及“扫黄

打非”工作的范围，倡议广大

居民踊跃提供相关线索。

为推动“扫黄打非”工作

深入开展，营造和谐社会环

境，乌烈镇不断提高广大群

众对“扫黄打非”社会危害认

识和防范意识，以进一步净

化乌烈镇文化环境，树立健

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4 月 25 日，乌烈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

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教育

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对

校园周边的文具店、小卖

部、超市、书摊等经营场所

进行专项检查，每到一处都

仔细查看是否存在涉黄、涉

暴力等非法出版物、印刷品

及音像制品、“赌博性质”物

品等。

同时志愿者还向商铺老

板、过往群众发放“扫黄打

非”宣传册，要求商家奉公守

法、诚信文明经营，自觉抵御

非法出版物和文化垃圾，引

导群众积极参与到“扫黄打

非”中，发现有涉嫌贩卖涉

黄、盗版物品等行为要勇于

举报，共同创造良好健康的

文化环境。

群众纷纷表示，通过志

愿者的宣传活动，自己对

“扫黄打非”工作有了更深

层次的了解和认识，对有害

思想和文化侵袭的防范意

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能够自

觉抵御各类非法出版物和

文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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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重视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等方式，让群众对《条例》形成正确认识，引导其依法依规行使权利，
维护好信访工作秩序。二是要重视学习研究。各村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贯彻，通过集中学、自主学的方式，对《条例》入脑入心，形成
良好氛围，在全镇营造知法、懂法、用法的良好环境。三是要重视结合实际。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与我镇信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压
实责任，积极协调处理化解发生在辖区内的信访事项和矛盾纠纷，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信访问题。”

5 月 11 日下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政府三楼会议室，乌烈镇党委书记孙如洪正带领镇全体领导干部职工、各村书记、乡村振兴
工作队员、村务专员等人员共同学习《信访工作条例》。

这是乌烈镇乡村振兴大学堂的第二期。课堂上，孙如洪从出台《条例》的重大意义、信访工作的原则、《条例》对信访工作的定位等方
面对《条例》进行了解读，进一步加深了干部对信访工作的理解认识，并对干部落实条例提出了三项要求。

据了解，认真组织乡村振兴大学堂是乌烈镇扎实推进“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的形式之一，也是乌烈镇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县委县
政府各项工作要求的缩影。

今年以来，乌烈镇以“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为契机，认真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六水共治”、扫黄打
非等工作，用实际行动推进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