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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山区南山村

发挥城郊优势 推动乡村振兴
文/图 本报记者邓耀瑞

实习生郭可人
通讯员李若兰

南山村位于霞山

区西部城郊，毗邻黎湛

铁路，属东新街道辖下

的行政村，下辖南山

村、霞田仔村两条自然

村。全村总面积约60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500多亩。2018年，南

山村户籍总人口2290

人，村落呈块状分布。

村附近有三岭山，南柳

河自北向南从村边流

过。距湛江火车南站

仅几百米，地理位置较

为优越。近年来，南山

村充分利用城郊区位

优势，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新农村，规划发展商

贸服务业，吸引了大批

外来人口前来就业创

业，完善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推动乡村振兴。

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

得益于接近城区的地理优势，南
山村中供城市的蔬菜种植业长盛不
衰，南菜北运购销两旺。村集体建有
一农贸市场，辐射方圆几十公里，甚
至有不少城区居民前往采购。村中
建有南山小学，教学教育处于城郊学
校领先地位。南山村在霞山区委、区
政府领导下，南山村治安稳定，经济
和文化活跃，村民安居乐业。

新中国成立以前，当地农户种
植品种比较单一，生产力低下，仅仅
能保障自家的基本生活。有些农户
也会制造少量竹器、藤器拿去市集
交易，以换来油、布等生活用品。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各
项支农政策推动下，开始发展城郊
经济，主要是供应城区的蔬菜种植
和销售。改革开放后，开拓了蔬菜
南菜北运的渠道，推动了本地蔬菜
种植业的发展，蔬菜种植逐步成为

主流，以种植豆角、南瓜、青瓜、冬
瓜、椰子菜等蔬菜为主，1970年被湛
江市财办定为“市民菜篮子工程基
地”和“湛江市蔬菜种植示范点”。由
于南山村因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农
户勤劳，所出品的蔬菜质量好、产量
高，特别是冬瓜、南瓜、豆角、芋头、旱
地莲藕等品种在市场上赢得了很好
的声誉，购销两旺，长盛不衰，村民以
蔬菜换粮，生活日益好转。

1965年，敢为人先的南山村人
集体创办了“农机木材加工厂”，主
要是打造牛车、家具等，生产经营的
牛车、家具主要供应农村、农户需
要。加工厂经营最高峰时，年产值
达20多万元。当时厂内设置了一
台米机，为村民加工稻谷碾米等，米
机辐射到周边近十个村庄，年加工
稻谷近2千吨。1979年，因周边各
村先后办起了米机等加工企业，竞

争对手日渐增多，市场经营竞争日
益激烈、复杂化，村里工厂日渐式
微。

1999年，乘改革开放东风，南
山村集体投入约50万元创建了“南
山农贸市场”，市场以经营农户自
种的原生态蔬菜为主，吸引了菜农
进场经营，市民前来采购，既解决
本村菜农的销售困难，又为村民解
决了劳动力就业，还为市民购买原
生态蔬菜、吃到放心菜，提供了市
场服务。2014年，村集体投入资金
近百万元，对市场进行升级改造，
扩大市场面积及配套了必须的停
车场，增加了水果档位等，市场经
营环境更加整洁文明，从而进一步
促进市场经营发展。现市场总面
积 2600 多平方米，设立经营摊档
126个，2018年市场经营总额200
多万元。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南山村靠近湛江火车南站，

交通方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较
早。1968年全村通电，1984年全
村通自来水，1989年全村通电话，
2002 年通网络。2010 年全村村
道全部建成水泥路，并同时建有
地下排污渠。

2013 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生态文明建设，升级改造俩座公
厕，建设两个较大型的垃圾收集处

理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彻底整
治、清理历史以来的脏乱差污点；
在政府帮助下，所有村道建立了
9－12 米高的路灯近 400 盏。村
集体创建了两个户外健身场地，共
2600平方米，供村民作锻炼身体、
跳广场舞等休闲活动场所。如今
的南山村，卫生、整洁、文明，2014
年，获得了“湛江市生态文明村”的
光荣称号。

2018年，南山村以振兴乡村经
济战略为目标，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积极推进南山村的产业
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发展。

与此同时，该村加大对村内
外各巷道进行拆除清理，以美化、
绿化、亮化为出发点与着落点，
探索长效管理机制，为村民营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大力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

传承老区革命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据介绍，1946年，南山
村在中国共产党党员黎黄养
的带领下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南山村村民建立革
命团体——农会、妇女会。
1949年，在解放湛江的斗争
中，南山村党支部通过农会、
妇女会等组织，发动村民人
人参与，为参战部队煮饭送
水、当向导，为解放湛江做出
了一定贡献。1992年，南山

村被湛江市评为“解放战争
革命老区村庄”。

近年来，南山村民不忘
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取得很大成绩。南
山村的八房祠曾是中共遂
溪县东南区委的一个重要
活动据点。改革开放后，
村里不断完善环村道路建
设，对市场进行升级改造，
村容村貌有了较大提升。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吴智雅）在中秋节来
临之际，连日来，雷州市的“哥哥姐姐”冯辉、李雅、苏雅
清、王斯达等人士爱心再出发专程到该市纪家镇石井村，
看望遗孤兄弟林文略、林文腾,让社会关爱情满中秋温暖
遗孤。

林文略、林文腾的父亲于前2年因病去世，之后患有
精神病母亲也离家出走，兄弟俩只能依靠伯伯照顾。他
们之所以有“爱心交集”，缘起于去年的学雷锋活动月。当
年三月，冯辉、李雅等哥哥姐姐参加慰问111名贫困群众
的活动时，了解到慰问对象之—的林文略和林文腾兄弟俩
的情况，决定给予长期援助。并于当年4月份进行了爱心
回访，对兄弟俩给予援助1000多元慰问金、价值2000多
元的医药品营养品以及一些学习用品、生活物品等。

这次，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以及新学期开学之际，哥
哥姐姐们又一次在朋友圈发起捐款倡议，得到大家朋友
们的热心支持，及时捐助3100元善款以及一批慰问品。

当天，爱心哥哥姐姐给兄弟俩送来了月饼、大米、面
条等物品及学习资料和文具。他们询问遗孤兄弟俩在学
校里学习生活情况，细心辅导兄弟俩功课，并让随行同来
就读初中的小哥哥陈腾羽现场当起小老师，“小陈腾是我
们培养的第二爱心梯队，以后也将爱心接力，成为我们扶
孤的爱心力量。”冯辉如此表示。

“哥哥姐姐”爱心再出发

情满中秋爱暖遗孤兄弟

公益行动公益行动

爱心哥哥姐姐带领爱心第二梯队队员陈腾羽(右二)
给兄弟俩(左二左三）辅导功课。 通讯员吴智雅 摄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民政厅获悉，河南将“实行80岁
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制度”列入2019年省重点民生实事，
全省高龄津贴已发放到位138万人。

据悉，从2019年1月1日起，河南对全省80周岁以
上老年人实施高龄津贴制度，其中80－89岁老人每人每
月发放高龄津贴标准由省辖市政府确定，90－99岁和
100岁以上老年人分别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和
300元的标准发放。

为推动高龄津贴制度落地生效，河南省多部门沟通
老年人数据，协调筹措预算资金，其中下拨省级财政补助
资金2.8亿元，并将其纳入2019年重点民生实事，开展民
生实事评价、核查认定等工作。

在发放流程上，河南探索简化高龄津贴申请和定期认
证审核程序，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由工作人员上门办理。

据新华网

河南推动
高龄津贴制度落地见效

公益信息公益信息

建起幼儿园，让村里的儿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记者邓耀瑞 摄

▲

交通管控公告
省道 S293线田寮村至海洋大学段（湛

江疏港公路）扩建工程已动工建设，项目起
点位于麻章田寮村国道228路口，终点位于
湖光东田村红绿灯交叉口。根据施工需要，
从 2019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止，将对该路段进行交通管控。交通管控期
间，该路段将实行双向两车道通行，请沿线
居民及周边各单位、企业、商户提前做好准
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避让施工路段。过
往机动车、行人请按照交通诱导、警告标志
提示，安全有序出行。

道路施工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敬请谅
解。

湛江市公路管理局
2019年9月10日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

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2019年 9月 29日之前）将异议书面
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遂溪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方式：0759-7765743

遂溪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9日

终止劳动合同公告
现因贵方（名单附后）长期不上岗参加橡胶岗位割

胶工作，经多次联系通知其本人返岗，至今乃未回单位
报到上岗；根据劳动合同法，我场决定与你们终止劳动
关系，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场办理离
职手续。逾期按自动终止劳动关系处理。特此公告。

广东长山农场
2019年9月9日

附名单：张艳、林健、覃秀青、高小燕、吴海英、林敬福、
张荣、许维宽、揭浩、林月婵、张我兴、张捷为、李锡才

遗失声明
符观忠遗失坐落于雷州市朝阳商住区 F

行 17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本，证

号：01672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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