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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瑞今农业产业化开发有限公司近日收购
了澄迈泰康猪场和海南中天猪场! 并计划
在此基础上打造海南黑猪保种选育产业化
基地!发展 !""万头"绿色生猪#养殖项目$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超过 #$""万元!计

划 % 至 $ 年建成占地 &"" 亩的产业化基
地!届时优良种猪存栏规模将达到 $万头!

年繁育优质商品黑猪仔猪的能力超过 !""

万头$ 同时!由于场内实行暗道排污%沼气
发电% 有机肥加工等措施! 可实现节能环
保%生态可循环的产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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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我省商务综合行政
执法试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全省 !'%!'商
务举报投诉服务网络已形成$ 通过&!'%!'#

服务热线接受群众举报投诉和咨询!去年以
来!我省家电下乡%生猪屠宰%农贸市场管
理%酒类流通%成品油市场%再生资源回收等
领域的一批投诉案件得到处理$

'""&年以来!经商务部批准!我省海口
市%儋州市%澄迈县%定安县 (市县的商务
局! 先后列为全国第一批和增补第二批商
务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单位$ 在中央财政资
金的支持下! 我省主要支持试点单位建立
!'%!'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联系点(和

配备商务综合执法队伍所需的办公设施设
备%执法装备器材%执法车辆等$ 除试点单
位外! 我省其他市县的 !'%!'商务举报投
诉服务网络也得到加快建设$

目前!海口市%儋州市%澄迈县%定安县的
市场监管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己全部通过省级
验收合格! 全省已形成省 !'%!'中心% 市县
!'%!'联系点相联通的商务举报投诉服务网
络!!'%!'功能不断扩大$ 去年以来!我省通
过"!'%!')服务热线已共接受群众举报投诉
和咨询 %"""余人次!处理各类投诉案件 !$"

多件* 全省共出动商务执法人员 %"""多人
次!查处违法经营案件 %""余起!罚没假劣酒
品 '"""多件!罚没问题猪肉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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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应紧张! 去年市场售价为每株 #

元+& 元的橡胶苗! 目前已涨到每株 !'

元+!%元!但依然供不应求$海南日报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海南橡胶苗告急!导
致价格居高不下$

记者近日在位于福山的海胶集团种苗
分公司红光基地看到!苗圃里的橡胶苗!由
于气候原因普遍长势不太好$ 为了保温!工
人们正在给种苗搭上简易薄膜棚$ 该基地
负责人陈良圣说! 他不断接到购买种苗的
电话!但供应非常紧张$

在种苗分公司大丰基地! 情况也差不
多$ 除了海南橡胶的各基地分公司需要种

苗!附近地方群众也常来求购种苗!但大都
得不到满足$

据悉!橡胶种苗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胶价高和今年的持续寒冷天气$ 自去年 !"

月价格突破 %万元)吨关口以后!天然橡胶价
格始终在高位徘徊$今年 !月 '"日又突破 (

万元)吨大关!'月 &日更是创下 (*%$万元)

吨的历史最高点$ 之后虽然有所回落!但一

直在 %万元)吨以上!属于历史高位$ 胶价高
企! 极大刺激了广大群众的种胶积极性!尽
管育苗的队伍不断扩大!但仍然供不应求$

另外!今年以来海南气候反常!气温一直
较低!以往种植的橡胶中小苗被冻死不少!需
要补苗!加大了市场需求$而苗圃里的橡胶苗
也有被冻死的现象!更加剧了供应紧张局面$

海南橡胶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陈海明

介绍说! 海胶集团种苗分公司共有 +个育
苗基地!全年计划育苗 %(#万株!基本可以
满足集团 &万亩的更新定植面积$ 但寒害
不仅使种苗需求增加! 也使育苗计划难以
完成!所以出现供应紧张局面$ 为了缓解局
势! 各种苗基地一方面采取搭建简易薄膜
棚保温的办法! 一方面加紧募投项目温室
大棚育苗项目的建设进度$

据介绍!目前海南橡胶育苗的主力为海
胶集团种苗分公司的 +个基地$热作院育苗
基地%一些私营育苗企业以及个体的育苗群
众!虽然也都有育苗能力!但规模普遍较小$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海南橡胶的温室大棚育
苗项目投产!将会缓解目前的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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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临高县水务局获悉!为防止汛
期到来给百姓带来不便!临高将投资 ,!&,

万元加固文澜江临城河段的防洪工程$

美丽的文澜江穿临城而过!是临高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由于靠近入海口!一
旦雨水和潮水同时来临!也会对城区防洪
能力提出考验$ 为了做好防洪排涝!临高
县规划建设了文澜江临城河段防洪工程!

由防洪堤% 拦河坝和涵闸等工程组成!其
中堤防全长 !*$万米$

考虑到宜居和美观的原因!临高还特

别将防洪工程与滨江公园建设相结合!在
文澜江畔人口密集区增设亲水平台等景
观设施!赋予防洪堤生态%景观%休闲等新
功能$记者了解到!由于工程复杂!该项目
采取分批分期施工!目前 !号桥至龙力坝
段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据临高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文
澜江临城河段防洪工程是一个以防洪为
主!兼有灌溉%排涝和改善环境等综合效
益的 (级堤防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大大提
高县城防洪标准! 美化沿江两岸环境!带
动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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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678 特约记者 9:; 通讯员 <=>

"村里卫生做好了!不但省%县里的领
导常来调研考察! 其他乡镇也过来向我们
学习呢$ ) 说起村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
成绩!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包密
头村的村主任黄家忠很自豪$

今年 %月!为响应"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环境综合整治年)活动!琼中率先启动了
农村环卫城市化管理模式! 把黎母山镇的
''个村庄作为试点!实施"预防为主%规范
管理%科学治理%全民行动)整治战略!建立
了"户集%村收%乡镇运%县处理)环卫一体
化长效机制$ 如今!各试点村村容村貌明显
改善!农民讲卫生%保环境的意识增强!农
村"脏%乱%差)现象得到控制!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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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密头村是黎母山镇新型环卫管理模式
的试点村之一!共有 %$户 '"(口人!村民以
槟榔%橡胶种植和养猪为主要经济来源$记者
在村中看到!环村水泥道路十分平坦%干净%

整洁!两旁的绿化带种满了争芳吐艳的花草!

悠闲的村民们在树荫下谈笑风生$不远处!一
名保洁工人正开着一辆清运车! 把村民们废
弃的生活垃圾从垃圾池里清运走$

保洁工人叫王敏!是黎母山镇聘用的 %

名专职清扫保洁员中的一员! 负责全镇 ''

个试点村的垃圾池清运工作$ 据他介绍!如
今包密头村建了 (个垃圾池! 村民有了垃
圾!就往垃圾池倒!垃圾池满了就打电话!

他们就开车辆过来清运$

"没有垃圾池的时候!村民们把垃圾随
地乱扔!橡胶林里%槟榔树下%道路两旁!塑
料袋%纸屑%柴草垛%粪堆%玻璃瓶等随处可
见$一刮风!垃圾满天飞$ )黄家忠说!自开展
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以来!村里的卫生环
境就变了一个样!而且村民们也养成了往垃
圾池中倒垃圾的习惯!连老人%小孩也不例
外$ 对于自家的房前屋后!全体村民自觉按
照,卫生管理公约-规定!每日一小除!每周
一大除!村里的卫生死角几乎不复存在$

黄家忠乐呵呵地说.&村里的卫生设备
都是镇里出钱买的! 有了这么好的卫生条
件! 村里的群众想不弄干净都觉得过意不
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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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母山镇共有 &( 个自然村! 一直以
来!农村卫生基础设施较差!加上一些村民
长期的生活陋习!&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

青山绿水间总是存在着点点&瑕疵)$

今年 %月底!黎母山镇出台了,黎母山
镇 '"!! 年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选定了 ''个自然村展开试点工作!一场轰
轰烈烈的乡村卫生整治行动开始了$

工作一展开! 黎母山镇便投入了近 %"

万元用于环卫整治! 建成了 #$个垃圾池!

购买 !""套卫生工具和一辆垃圾清运车*

聘用司机 !人和清洁工 '人! 专职负责垃
圾清运车的驾驶和镇墟环境卫生的清洁保
洁$ 另外! 为了逐步实现村民卫生自治原
则! 按黎母山镇党委要求各个自然村成立
了 !'$个清洁保洁小组!及 ''个村环境卫
生监督小组!建立起长期的监管机制$

黎母山镇党委书记赵文德告诉记者.

&&(个自然村全部实施新型环卫管理模式
共需投入 !$'万元左右! 每年能处理垃圾
,""吨至 +""吨$户集!村收!乡镇运!县
处理! 这样的垃圾处理模式可以使全镇的
垃圾清运率达到 !""-$ )

除了垃圾清运外!黎母山镇还规范了各
个自然村清洁小组及镇里保洁人员的职责
权限!划清各村清洁小组的负责辖区范围内
的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的清运工作$ 同时!

黎母山镇还制订各村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完

善环卫作业标准%工作程序和考核奖惩细则
等一系列机制!并吸纳有一定代表性的村民
进行监督!从制度上推动环境卫生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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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村民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卫生与
自身的紧密关系!黎母山镇还组织 ''个试点
村的群众观看了环境卫生整治录像!并倡议他
们签订了,环境卫生管理公约-$ 到目前为止!

共有 ($"&人在公约上按下了手印$ 从那一刻
起!村民们就自觉扛起了美化家园的担子$

,环境卫生管理公约-从各个方面与村
民对环境卫生管理进行了约定$ 比如公约
与村民约定!村民不要在村庄%庭院内部及
周边! 街道和房前屋后任意堆积柴草%秸
秆%农具%砖瓦%生活垃圾$ 公约还倡导村民
要讲文明!养成勤剪指甲%勤洗澡%勤理发
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公约还与各村村民约
定!要自觉执行&门前三包)制度!即包卫
生%包责任%包美化绿化$

&自从村民们签约以后!他们讲卫生的自
觉性提高了! 以前坏的卫生习惯也逐渐戒除
了!比如平时在群众休息众多的地方总会有人
乱扔纸屑%饮料瓶!现在看不到了$ ) 黎母山镇
腰子村委会梁飞仔村村民小组长韩义寿说$

据悉!为了让环卫意识深入人心!家喻
户晓!让群众把自觉讲卫生%爱环境成为一
种生活的好习惯! 黎母山镇还充分利用横
幅%标语%倡议书%宣传栏%宣传片等宣传手
段!广泛宣传动员$

采访中! 记者不由得想起了那首著名
的黎家歌曲,有歌不唱留做乜-$ 面对黎母
山镇的变化!确是引吭高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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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县城将再添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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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城中心大道奠基仪
式日前在椰林镇桃源村举行$ 该大道总投
资 (%&%万元! 起点为桃源大桥与滨河北
路交叉口!终点至海榆东线高速公路县城
入口与北干道交叉口!全长 '!+$米!按城
市主干道!级标准设计!路幅宽 ('米!双

向 ,车道!路面为水泥混凝土路面$ 这条
道路建成后将成为通往陵水县城的第二
条主干道!对发展县城周边地区经济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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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河下游防洪整治工程项目奠基仪式
日前在陵水椰林镇桃源村举行$ 金冲河下

游防洪整治工程总投资 (+$&*%'万元$ 起
点从海榆东线高速公路溪仔公路桥处至
金冲河口与陵水河交汇处! 长 %*,(公里$

工程河道两岸砌筑防洪堤总长度为 ,*#,

公里!其中左岸堤长 %*(, 公里!右岸堤长
%*(公里! 堤顶宽度为 (米! 堤型为斜坡
式!迎水面脚设浆砌石挡墙!护坡为均质

土堤护坡!内坡为砼护坡!后坡采用草皮
护坡!配套排水闸 $ 座!整治后河床宽为
#"米至 !""米$

金冲河是陵水河的一条一级支流!下
游有 '个乡镇!乡镇总人口 !'*(万人$ 项
目建成后!将保护堤围人口 '万多人!受益
人口 &万多人!保护耕地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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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今年计划投入 $ 亿余元建设 ('%"

套保障性住房.这是记者从屯昌县有关部门
获悉的$

据了解!自 '""#年以来!在屯昌县已
经有新华小区%党校小区%锦绣小区%电
网公司经济适用房% 南坤卫生院经济适
用房等多个保障性住房小区建成并投入
使用$

屯昌县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保障性
住房的建设过程中!屯昌县委%县政府结合
本县实际情况!采取&集中)和&分散)两种

方式进行建设$ &集中)建设是按政府无偿
划拨土地%规划部门统一规划的方式建设!

&分散)建设主要是由机关事业%企业单位
利用本单位现存国有存量土地开发建设经
济适用房$

据悉!从 '""#年开始!屯昌县就加大
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 在解决机关事
业单位公职人员住房的同时! 还把保障性
住房建设延伸到了乡镇! 把乡镇公职人员
的住房问题也纳入了这一体系! 力争在明
年底前! 全县干部职工和城镇低收入家庭
都有房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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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市场混乱已成为海口物流业发展
的一大&顽疾)!在海口市日前举行的物流
安全工作研讨会上! 该市 !""多家物流企
业签署了,海口市物流业自律公约-!整个
物流行业将逐渐走向规范化$ &尽管如此!

海口物流行业还受到缺规范%缺人才%信息
化水平低三大问题的制约! 整个物流市场
主体还停留在自发形成阶段$ )海口市物流
行业协会秘书长余则安今天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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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重要的一
块! 其对地方经济的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
人认识$

而海口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

再加之第三产业发达%工业企业众多%各级
专业市场多!物流需求很大$ &海口虽然具
备了一定的现代物流生存土壤和大力发展
的条件!而且发展的前景也非常好!但是缺
规范%缺人才%信息化水平低三大问题制约
着物流业的发展! 而且整个物流市场主体
还停留在自发形成阶段$ )余则安说$

时至今日! 海口还没有发展起现代化
的物流服务! 许多物流企业还停留在初级
阶段$据介绍!目前海口市大大小小的物流
企业 !""多家!但是大多为个体经营!且存
在经营规模散%弱%小的问题!服务质量相
对较差!时常发生货损%货差等纠纷$

同时! 海口物流企业较低的信息化应
用水平已经成为制约现代物流发展的重要
因素$据介绍!由于目前海口的物流企业没
有相应的信息平台! 回程空车的情况比较
多!导致很多车辆从海口发出后!将货送到
目的地后没能接到回程货物! 只好空车返
回!导致资源浪费$ 而相反!由于信息不对
称!各自为政!一些企业则不能定时定点发
车!只能等到有货源!或者是能凑集满车后
才发车! 导致整个物流行业停留在传统的
仓储运输上$

另外!海口物流业各企业多为通过货运
代办中介方式简单运营!并缺乏物流专业人
才!多数从业人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没有
经过严格的培训! 大多除了有开车的技术
外!现代物流所需要的其他综合知识缺乏$

海口市物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冰

认为! 对比珠三角和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
的物流业!海口物流业能否发展壮大!不但
取决于基础设施等硬件的不断完善! 更重
要的在于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物流业!并
吸引更多的现代物流企业和人才来到海
口!形成良性和持续的发展态势$

ÔÕÂÖ×ØÙÚ�Ñ¨

现代物流包括产品包装%运输%仓储%

配送%信息服务等诸多环节$ 因此!余则安
认为! 要充分发挥海口市拥有绿色农产品
和海鲜水产品及鲜花等特色产业! 打造集
加工%批发%出口贸易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大
型专业配送中心和批发市场!并应用国际通
行标准和规范!构建全市统一的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使之与物流园区%工商企业%银行%

税务%保险%口岸监管等机构联接$

为了推动物流业长足发展!去年 $月!

海口编制并出台了 ,海口市物流业发展规
划-!&十二五)期间海口物流业将重点建设
临空%马村港%新海 %大物流园区*府城南
北水果蔬菜物流中心% 永桂海口钢材物流
交易中心%丁村美居生活物流中心%桂林洋
水产物流交易中心%中商农产品物流中心 $

大物流中心!以及南站%金盘%灵山%长流%

桂林洋 $个专业物流配送中心$

而根据规划!'"'"年海口将建设成为
集国际物流% 区域物流% 市域物流为一体
的!以国际物流为战略重点!以区域物流为
现实选择! 以市域物流为发展延伸的国际
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

&通过规划!海口市物流行业将更加规
范化和有序化发展! 再经过几年的培育和
发展! 海口物流业也将成为海口经济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支撑和新的经济增长
点$ )海口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此基础上! 海口市日前还制定出台
了,海口市物流业自律公约-!整个物流行
业将通过建立自律和引导机制! 规范和约
束企业行为! 建立良好的物流市场经营秩
序!实现全市物流业有序%健康%快速发展$

目前! 海口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
规划建设相应基础性设施! 并着手引进国
内外知名物流品牌企业$有理由相信!不久
的将来!海口物流行业发展前景可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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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我省最大的综
合性花资花材市场+++海垦花资花材超
市!近日在海口市花卉大世界开业$业内人
士表示!该超市的开业!结束了海南没有综
合性花资花材市场的历史$

超市由海南农垦花卉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面积达 !"""平方米!分为园艺器具%花
卉生产资料%设施建设材料%组培用品等几
大主题区域!经营品种达 !""多个!同时还
兼有海口花卉连锁店配送中心的功能$

据悉! 目前海南花卉种植面积超过 #

万亩!花卉企业近 %""家!花农近 '"""户!

每年资材的使用量超过 '亿元$ &十二五)

期间! 全省花卉种植面积将扩大到 !$ 万
亩! 但目前海南没有一家专业的花资花材
销售商!服务体系分散而薄弱$一些花商经
营一个基地! 要与几十家资材供应商打交

道!而许多花资花材在海南并没有供应!花
商要到北京%广东%浙江等地异地采购!不
仅成本增加!售后服务体系也跟不上$

海南博大兰花公司副总经理冉黎明
说!海垦花资花材超市规模大!品种全!填
补了这一空白$ 今后海南的花卉基地再也
不用为花资花材到内地分散采购了$

另据了解! 海南农垦花卉有限公司成立
!年多来!已在定安启动了 ,"""亩热带花卉
科技产业园!在海口建立了多家&海垦花乡)

鲜花连锁店!还在北京建立了 !"""多平方米
的海南花卉批发中心和 '"亩中转温室基地$

公司计划通过规模经营和品牌营销!未
来 %至 $年内在全国成立 !"家销售中心%

!""家花卉连锁店!发展万亩花卉基地!实现
年销售收入过亿元!成为海南花卉产业的龙
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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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海南橡胶 $ 月
',日发布公告称!拟通过受让泰国第三大
天然橡胶生产商泰华树胶 '$-的股权的方
式! 进军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东
南亚$ 此举标志海南橡胶实行&走出去)战
略后!向国际门槛又迈出一大步$

海南橡胶早在上市前的 '""&年! 就开
始布局走出去战略$ 先是把营销中心移往上
海!在新加坡成立了贸易公司!今年 %月又在
云南成立公司!收购和兼并当地橡胶加工厂$

据悉! 目前全球天然橡胶的年产量在
!"""万吨左右!中国是最大消费国!每年市
场需求大约 %$,万吨* 而国内的供给量只
有 ,"万吨!大多还是依赖进口$ 业内分析

人士称!海南橡胶此次收购泰华树胶股权!

是为了增加对天然橡胶资源的控制总量!

从而提高在国际天然橡胶市场的话语权!

同时提高公司的国际影响力$

另据了解! 泰华树胶是在泰国注册的
公司!注册资本为 !,*$亿泰铢!为泰国第三
大橡胶生产商$公司发行 !,*$亿股普通股!

并计划 '"!'年 &月 %"日前实现在泰国证
券交易所'/01(上市$

此次股权转让卖方林立盛为泰华树胶
实际控制人!拥有泰华树胶 ,"-股份$泰华
树胶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合 +(*!%亿
元人民币!净利润合 &#!(万元人民币$ 海
南橡胶 '"!"年净利润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