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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覃斗镇铺前村党支部书记陈朋
带领村民种雪豆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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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喜用公共自行车

他让村里
“种豆得楼”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年度特稿

之 记者走基层

收成不稳定，村民靠天吃饭，人均年收入还不足
1500 元，
80%的村民住在茅草屋。
1996 年，铺前村许多党员群众，打算把当时
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待遇不错的陈朋请回村当
干部，他们觉得陈朋能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乡亲父老的盛情难却，
1999年，
28岁的陈朋辞
去薪酬优厚的工作回村，
当选为铺前村党支部书记。
刚上任时，陈朋深感责任重大，辗转难眠。
他面临一系列难题：如何更好发挥土地效益？如
何改变村民贫困的现状？
2000 年，
湛江西南治旱现场工作会议在该村
召开，陈朋紧抓时机从多方筹措了 20 万元，修建
了一条长达 2 公里的水渠，
连接了平南水库，
解决
了该村 800亩旱田和 1300亩坡地的用水难题。
2002 年，陈朋争取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为该
村修建了田间路，拉通了农用电路，挖了深水井，
进一步改善了生产条件。
有了水和电，通了农耕路，接下来，陈朋开始
寻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新路子。

从市场寻找脱贫“法宝”

陈朋在雪豆收购点挑选雪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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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郭春皇 钟邦国
通讯员 李广用 符小盈

又到雪豆收获时。
9 日，记者走进雷州市覃斗镇铺前村时，该
村近 10 个雪豆交易点一片繁忙，收购商忙于将
雪豆装箱打包，装上货车，
准备北运。
从 2005 年起，该村遍种雪豆后，村民的口袋
渐鼓。近年来，该村一座座小洋楼拔地而起，格
外显眼，这些因种雪豆赚钱而建起的楼房，被村
民戏称为
“豆楼”
。
铺前村村民生活的可喜变化，这离不开该村
党支部书记陈朋的努力。

从城回村领头治“穷旱”
9 日，在铺前村的一个雪豆交易点里，带着
手袖的陈朋放下正在挑选的雪豆，领着记者边逛
村子边聊起这条
“雪豆村”的故事。
铺前村的过去，离不开“穷”与“旱”两字。直
到 2000 年，该村仍缺水缺电，道路也不畅通，严
重制约了生产。水稻、番薯、花生等传统农作物

廉江

从穷村升级种植专业村
现在，该村的雪豆种植面积达 5000 多亩亩，
成为当地有名的“雪豆村”，其种植模式已辐射到
周边村庄，
越来越多村民加入种植雪豆行列中。
走在铺前村村道上，该村近 50 座二层小洋
楼格外抢眼。陈朋告诉记者，小洋楼都是村民种
雪豆赚钱建的。
看到种雪豆效益可观，铺前村一些外出务工
人员也辞工回村种雪豆。2012 年，村民陈球二从
广州辞工回村种了近 5 亩雪豆，年收入 4 万多
元。他打算今年建一座小洋楼。
陈朋从大都市回到小村庄，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一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面对赞誉，陈朋说，
“如何让生我育我的这方
水土更美好，令我梦魂萦绕。”

遂溪

热捐善款助重度烫伤幼童

本报讯 （通讯员梁权）近日，
遂溪县工商局收到遂
溪县妇联《为重度烫伤幼童陈楷焯捐款倡议书》后，北
坡、
遂城各基层工商所迅速行动，
短短几天，
募集到爱心
款项 5505 元。目前，所有捐款已汇入了遂溪县妇联的
账户，
帮助重度烫伤幼童陈楷焯渡难关。

吴川

“紧箍咒”规范采沙场经营

本报讯 （记者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王裕）日前，吴
川市长岐镇郑山村河段采沙场与村民出现矛盾，吴川
市监管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理，确保采沙场“不越
界”，依法采沙，化解矛盾，
受到村民称赞。
抽沙场涉复杂利益关系，易发矛盾。吴川市去年
六个河段采沙公开招投标，共标出 1.1 亿多元的高价。
为确保沙场依法开采，吴川市为六个采沙场念上“紧
箍咒”，规定抽沙时间，每天采沙时间从早上 7 时到晚
上 7 时，避开晚上抽沙的“无节制”行为。复杂的河段

霞山

去年 10 月 28 日下午，遂溪县江洪镇陈村儿童陈楷
焯，在家被开水烫伤，全身烫伤面积达 80%，需要 40 万
元的医疗费。由于他没有参加医保，家庭经济又十分
困难，家人一筹莫展。为此，遂溪县妇联发出倡议书，
向全社会募集爱心善款。

对抽沙范围插上红旗，严防“混水摸鱼”。监督人员每
天到沙场，登记抽沙量，如有违规行为，就严厉处罚。
同时，吴川市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 15 人分为三组，每
组负责两个标段的抽沙场，日夜巡查，发现问题立即
处理，严防越界抽沙，处理纷争，营造平和安定的采沙
环境。
吴川市水务局副局长李可映说，六个标段于去年
初开始采沙，由于规章制度科学，监管到位，至今没有
发现或接到村民投诉的越界偷采等违法行为。

为残疾人开设电脑培训班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1 月 12 日至 30 日，霞山区举
办为期 18 天的残疾人计算机职业技能培训班。参加
培训的有来自各街道（居）、村委（村）的肢体、听障等残

疾人共 43 人。培训内容包括电脑基础和设计，基础班
以打字、网络基础为主；设计班以学习图书处理和设计
排版操作为主，
由专业教师讲课和指导操作。

1980 年，发行第一枚生肖邮票 80 猴票，整版已从 6.4 元疯涨至 150 万，可买一栋房！2002 年，出土一枚北宋淳化佛像金
币，专家估价至少 1 个亿，可以买几十栋别墅！2014 年，第一款“12 生肖本命佛祈福金钞金币大全套”，未来狂赚几千万可能
没问题！上海铸币厂权威铸造！中国生肖史上至高规格纪念！

第一套《12生肖祈福金钞金币大全》震撼发行
■第一次打破生肖金钞金币单枚发行惯例，
发行首套
“12生肖本命佛祈福金钞金币大全套”
■第一次将12生肖金钞、
12生肖金币、
12个生肖本命佛铸成三个黄金币王大全
■第一次将十二生肖邮票铸上金钞、
金币，
发行
“12生肖本命佛祈福金钞金币全套”
■第一次将12生肖护身佛铸上金钞、
金币，
发行第一套生肖、
佛教双题材币王
■全球限量发行，
1980元超低价发行，
上海铸币厂权威铸造，
前所未有，
绝对物超所值

银行为客户识破电话诈骗

本报讯 （通讯员王朝德 陈少华）近日，工行
湛江廉江支行及时为客户识破一起电话诈骗，避
免了客户 5 万多元资金的损失。
去年 12 月 25 日中午，一女子神色慌张地赶
到该支行专柜营业厅内柜员机办理转账业务，引
起大堂经理的注意，经细心询问，该女子道出所
遭遇的详情：当天上午，她接到一个自称是“省
公安厅警官”的电话，说她的账户涉嫌为贩毒分

吴川

2005 年夏，从事过蔬菜生意的陈朋自掏腰
包上省城，跑东北，寻找适合该村种植且行情较
好的农产品。在深圳农产品市场，陈朋了解到，
雪豆等豆类作物在北方大有市场，价格也不错。
雪豆即四季豆，易种易管理、生长周期短，种
3 个月便可收获，
价格较稳，
效益可观。
接着，陈朋与其他村干部深入市场了解详
情。2005 年，陈朋与深圳华夏蔬菜集团公司建
立合作关系，在该村以“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建
立种豆基地，村民获得种子、农药、技术和产销的
“一条龙”服务。
陈朋和村干部及 10 多户群众当起了首批种
植示范户，当年雪豆大丰收，同时碰上好行情，每
公斤卖到 6 元，亩产 2000 公斤，
净赚 8000 多元。
“3 个月就能赚近万元，太诱惑了！”首批雪
豆种植示范户的效应凸显，陈朋与其他干部商量
后，为村民定下保底价，至此，铺前村的雪豆种植
热潮全面掀起。

昨日中午，两名市民骑着公共自行车下班途经湾北路。据了解，一些上班族正逐步使用公共自行车
代步。
记者潘章勇 摄

子洗钱和转移赃款，要求她立即将卡上的余款
（5 万多元） 转移到指定账户中保管，而且要求她
不得向其他任何人泄露此事，否则因为泄密使贩
毒分子逃脱，要承担法律责任。她信以为真，急
忙按电话中的要求办理。
经该支行网点负责人耐心沟通和解释，该女
子恍然大悟，意识到遭遇电话骗局，十分感谢细心
的银行职员，使其避免 5 万多元的损失。

沿江路最烂一段将改造

记者林明聪
吴川市区沿江路水口渡桥至江心岛桥之间有
一段约 700 米长的道路，被过往司机们称为吴川
市区
“最烂道路”
。
去年，吴川市完成了对沿江路一区至九区的
升级改造，但遗憾的是，作为沿江路起点的沿江路
水口渡桥至江心岛桥之间的这段路却没有重修。
作为吴川市区仅次于解放路的主干道，沿江路这
一路段车流量特别大。

记者前日在现场看到，这一路段，路面密布
坑洼，破损严重，甚至出现下陷现象。因刚下过
雨，坑洼中的积水令经此路段的车辆、行人小心
翼翼。
吴川市公用事业局有关领导 13 日告诉记者，
沿江路两桥之间改造工程与另两工程的联合招投
标工作已完成，近日就可正式施工，路面设计为 6
车道，
“ 争取在春节前做好该路段改造的地下排
污、排水工作，铺好路基并压石粉，但改造工程的
完成还要一段时间。”

拥有一套12生肖祈福金钞金币大全套，
就是拥有
“生肖金 于一体，三个黄金大全套，即使只涨 100 倍，囤 1 套几年后变
钞”
“
、生肖金币”
“
、黄金佛币”
三个黄金币王大全套，
未来就是亿 几十万，囤 100 套将来就是几千万的巨额家产！
价值二：首轮首套，
逢一必涨
万家产！
“逢一必涨“是价值金律！首轮生肖邮票价值百万，12
[生肖传奇]——
第 一 枚 生 肖“80 猴 票 ”疯 涨 23 万 倍 ，第 一 枚 生 肖 币 生肖本命佛祈福金钞金币大全套，开创生肖史上第一最多，
“2003 领头羊”疯涨 400 多倍！生肖藏品是举世公认的“投 将来就是上亿元的巨额财产！
资之王”
！
专家指出：12 生肖本命佛祈福金币金钞大全套，一举开
生肖藏品历来是屡拍天价的投资之王，生肖邮票、生肖 创了几十项生肖藏品第一，论材质，远比纸质的生肖邮币珍
金币、生肖钞都在疯涨。1980 年我国发行第一枚生肖邮票 贵，论枚数，13 枚生肖钞币堪称史上最全，论材质、论全套、
“猴票”，整版价格由发行价 6.4 元涨到现在的 150 万元，一天 论价值都是生肖钞币王，未来上涨万倍没有悬念，留给子孙
一个价！第一枚生肖纪念币“2003 领头羊”疯涨 400 多倍， 后代就是一笔亿元的巨额财产！
人人喜欢的生肖题材藏品历来都是就买就涨，纯黄金“12 生
价值三：佛像金币，
黄金铸造
肖本命佛祈福金币金钞大全套”，既是佛家吉祥的
“佛金币”，
1 尊佛像藏品都价值千万，第一部 12 生肖本命佛祈福
又是一人专属的“生肖金钞”、
“生肖金币”，堪称三币王大全 金钞金币大全套，13 枚生肖佛金币王全套珍藏，明年可能就
套！论材质、论枚数、论种类，
都是价值至高的
“生肖币王”
！ 是 13 个 1000 万的巨额存折！
[重大背景]——
佛文化藏品是传家祈福的首选，价值惊人。2007 年春，
第一次把首轮 12 生肖邮票、12 生肖本命佛铸上金币， 明永乐“铜鎏金观世音菩萨像”以 1485 万元成交。2006 年
第一次实现 12 生肖金钞、12 生肖金币、12 生肖本命佛“三大 秋，一尊明永乐释迦牟尼坐像在香港更以 1.166 亿港元的拍
卖价格成交！12 生肖本命佛祈福金币金钞大全套，用不易
币王”大团圆，
将来就是价值亿万的
“黄金生肖钞币王”！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每个生肖都对应着 贬值的纯金铸造而成，
佛的价值本身远远高于黄金本身的价
一个守护佛。自 1980 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国家每年规定 值。金钞金币当中的守护佛佛像均来自佛教圣地，属国家文
只发行一枚当年属相生肖币，2015 年是新中国 66 华诞，六六 物保护的国宝佛像，
一铸就是十二尊，价值更加巨大！
属于每个人的十二生肖，守护每一个生肖的祈福金佛，
大顺之年，又是第一轮生肖邮票发行 35 周年，为祈福每一个
有属相的中国人家庭和睦，幸福安康。第一次将生肖邮票铸 既是十二生肖祈福金币金钞大全套“，也是国宝金佛祈福金
送双份大礼，传家，传
上 12 枚金币、1 枚金钞，更史无前例第一次将 12 生肖本命佛 币大全套，双金币王祈双倍福运，送人，
铸上生肖金钞金币，填补了我国从未发行 12 生肖金钞、金币、 双倍财富，所以国人抢着请金灿灿的 12 生肖祈福金钞金币
祈福佛币“三大黄金币王钞王”的空白。仅 1000 多元的价格， 大全套！
受到金币、金钞、金佛币收藏市场的追捧，每位客户至少三套
【发行公告】第一套纯黄金《十二生肖祈福金钞金币大全套》首次
五套十套的抢购，掀起抢购生肖大全套的热潮！
破例动用铸造升值数倍纪念币的铜锌合金 170 多克，
耗用近 5.6
【价值解密】
克 999 纯黄金精工铸造。每套配有防伪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出
一枚生肖邮票值一套房，
一枚佛教金币是几十栋别墅！
品证书、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协会出具防伪查询证书，
多重防伪，
第一套纯黄金“12 生肖祈福金钞金币大全套”，既是生
确保价值。全球绝版限量发行，
统一原始发行价：
1980元/套。
肖金币大全，又是生肖金钞大全，更是黄金佛币大全，三个黄
特别提示：
前30名成功订购者免费赠送价值580元史上最重《徐
金大全套，
今年买一套，
几年后就是千万富翁！
悲鸿诞辰120周年十二生肖金章》一套！
价值一：祈福生肖钞币，三套倍升
领取地址：湛江市霞山区海滨大道南
一版 80 猴票整版可换套豪宅！12 生肖本命佛祈福金
18号鑫海名城三楼湛江书城收藏中心
钞金币大全套，拥有金钞、金币、金佛三个黄金大全套，将来
领取热线：0759-2123567
就是 3 座价值千万的大别墅！
12 生肖本命佛祈福金钞金币大全套，集钞、币、佛三者 138-28276-315 （免费送货 验货后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