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本岛市场羊的年需求量

约141万只

而生产量仅为79.1万只

仅能满足市场需求量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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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融博览会聚焦 2014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一斤带骨羊肉45元！”今天，海口
市民陈茹想买些羊肉给家里人补补，可
居高的羊肉价格，让她吓了一跳。

今年以来，海南羊肉均价在44元/斤
左右，价高处全国前列。业内人士表示，
海南羊肉价高原因是供求不平衡，每年本
岛市场需求量约141万只，而生产量仅为
79.1万只，仅能满足需求量的56%。

其实，海南具有养殖黑山羊的资源
优势，是否可以发展壮大养羊业？

羊肉价格年年涨

据行业价格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
带骨羊肉均价为70.06元/公斤，2013年
带骨羊肉均价为81.58元/公斤，同比增
加11.52元/公斤，上涨16.4%。2014年
1-5月带骨羊肉均价87.77元/公斤，是
2012年均价的1.25倍。

省农业厅畜牧处处长陈理说，海南

黑山羊消费需求量大，生产一直供不应
求，仅在本省市场年需求量约141万只，
缺口约62万只。目前，我省年人均消费
羊肉比全国人均水平低1.82公斤，未来
海南羊肉消费结构比例呈逐年递增趋
势，羊肉价格将以持续上升为主要趋势。

产业发展前景看好

羊肉价格的上涨让一些农户嗅到了
商机。屯昌西昌镇合格村村民王智结束
了10年外省打工生活，回乡养羊，并带
领村民成立了百草黑山羊饲养合作社。

“一亩水田一年可养15只羊，一只
羊能卖1000多元，年收入可达2万多
元。”王智说，由于村里很多年轻人外
出，不少水田撂荒，如果用来种植牧草，
从事山羊养殖，收入比种田强。

目前，百草黑山羊饲养合作社发展到
了114户社员，养殖了4100只黑山羊。
王智说，现在主要是销售羊苗，一只羊苗
约25斤重，按目前市场价33元一斤，一只
羊苗大概价值850元。“合作社一年可产
羊苗9000只，年产值达765万元。”

羊粪也是养羊产业的一大收入。屯
昌县枫木镇罗案村养殖户王德宣说，随
着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作为很好的
有机肥，这两年羊粪价格上涨很快，收购
价已达550元/立方米，供不应求。

业内人士介绍，我省黑山羊产值已
经达12.7亿元，东山羊是海南“四大名
菜”之一，海南山羊产业发展前景看好。

海南山羊产业仍未“起跳”

但是，目前海南山羊产业仍未“起

跳”。陈理介绍，我省黑山羊生产还未
形成产业化，尚处于原始、分散状态，
没有进行系统的规范和建设，我省山
羊产业发展还需要破除牧草、种苗、防
疫等门槛。

“随着农业发展，传统放牧的饲养
方式已经没有发展空间，而种草养羊
的技术没有得到重视和普及。”陈理认
为，未来海南羊业发展需要建立人才
队伍，引导农民从放牧养殖向圈养养
殖转变，实现“把羊当猪养，把牧草当
粮种”。

我省农民传统养羊，配种和选育基
本只限定在一个乡镇的范围内，近亲繁
殖严重，导致品种退化。并且种羊养殖
场少，种羊供应紧缺，新建的羊场目前面
临没有种羊引进的境地。亟需扩大良种
公羊的供应范围，建立母羊的选育标准，
做好种苗培育工作。

“养殖户对羊病防疫意识还淡薄，一
些开始圈养的山羊，死亡率高，甚至达到
30%-40%。”业内人士表示，我省需要
建立示范基地，推广黑山羊圈养技术。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

一边羊肉价格高企，一边规模养殖水平偏低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陈怡）
2014海南金融博览会、2014海南秋季
收藏博览会，将于11月21日-23日，在
西海岸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同地、同期举
行，逛展不仅可以品尝国际调酒师以及
咖啡冲煮大师现场亲调的美酒、咖啡，品
鉴臻品藏品，逛理财超市，更有各大银行
理财师面授理财秘诀。

10余家金融机构教你理财

10 余金融海南机构将集中亮相
2014海南金融博览会，超级理财大超市
将为市民提供更为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理
财产品。

展会期间，海南财富中心还邀请了
上海黄金交易所资深交易员刘松林面授
理财经验，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海口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的理财专家还将分场次向市民
面授理财经验。

镇店之宝集中亮相

2014海南秋季收藏博览会将是我
省规模最大、类别最为全面的专业收藏
展览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启动展会以
来，海南各级收藏单位和个人、各行业协
会和商家纷纷拿出秘不外宣的收藏精
品、压箱宝物、镇店之宝。他们都表示要
展现给世人海南丰韵的收藏文化和最具

魅力的海南元素。
“上千万的花梨精品”、“过千万元的

稀世藏品——大清康熙豆彩龙凤盘”等
一批稀世藏品将在展会展出，让市民一
饱眼福。博览会期间，压轴大戏——精
品大拍卖，将有难得一见的“五大名窑”
精品和元、清官窑稀世精品以及富有海
南元素的黄花梨、沉香以及砗磲精品等
一一拍出。

“有赏、有藏、有拍、有看，相信将
是市民周末一个大开眼界的好去处。”
展会负责人表示，博览会上还穿插了
香道表演、砗磲宝贝走秀表演、织锦表
演等。

名师现场调制美酒咖啡

21 日-23 日展会期间，2014 海
南国际美酒美食文化博览会也将同
期举行，市民前来观展，将有幸品尝
到国际大师现场调制美酒、冲煮咖
啡。

据介绍，展会期间，来自境外的培
训导师、调酒大师、冠军调酒师、星级调
酒师、首席调酒师、花式调酒师为市民
倾力呈现炫目精致的国际调酒师表演
活动等。期间，将举办数场专业的调酒
大师表演、花式调酒冠军表演、传统经
典鸡尾酒艺术表演、伏特加讲座、探索
法国葡萄酒、冧酒及南美鸡尾酒讲座、
探索杜松子金酒的奧秘、特设特色鸡尾
酒及法国葡萄酒品尝、国际咖啡冲煮大
赛等相关活动。

市民关注《海南日报》、《南国都市
报》，剪报花抽奖，原装进口红酒等奖品
将为幸运者准备。

11月21日—23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品美酒 赏古玩 学理财

本报石家庄11月18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成和军）初冬的海南仍是阳
光灿烂，但千里之外的河北省省会石家
庄已经冷了。海南34家房企在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省房地产业协会组织下，北上
石家庄开展海南冬季房地产推介，吸引了
23家媒体到场采访。这也是我省首次
大规模组团在河北开展房产推介。

雾霾下的燕赵大地
尽管华北地区是我省房产岛外推

介的重点，但历年推介活动基本是围
绕北京等一线城市展开，为何今年的
冬季房产推介青睐石家庄？环保部日
前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全国74个城
市空气质量状况排名透漏出玄机。

在这份排名中，包括省会石家庄在
内，河北有7个城市进入倒数前10名。
相比之下，海口却已在此榜单上连续8个
月夺魁，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更是高达
100%。而海南人民都知道，海口的空气

质量在岛内来说，还真算不上最好的。

老业主当起“代言人”
“这几天我就准备送老人飞三亚了，

愿大家都能够在海南相见。”金杯银杯不
如老百姓的口碑，不同于以往企业或政
府单方面推介，已在海南购房的石家庄
业主田军当起了“代言人”。石家庄市
民田军说，过去家里的老人到冬天太痛
苦了，经常吃药。去年春节后，他们一
家人到了三亚，喜欢上了这个“没有沙
尘暴、没有雾霾的地方”，为了孝敬老
人，就在当地买了房，后来他还将老人
来往海南的机票和生活费，和以前冬季
里给老人的买药钱、住院钱和取暖费比
较了一下，发现还省下不少钱。“老人盼
着能去海南深呼吸，他们也更健康和快
乐了，这是金钱换不来的。”

海南地产更具吸引力
省政府副秘书长张震华说，今年

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销售
下降，但海南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仍保
持健康发展。从长远来看，随着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建成，国内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特别是人们对第二居住空
间渴求的提升，海南房地产将更具吸
引力。

推介会上，河北多名艺术家和书
法爱好者还挥毫泼墨，向海南客人赠
送自己的作品，并表示愿意和海南结
缘。

省房协秘书长王静说，对于此次
推介会，省房协高度重视，做了不少前
期工作，除了在推介形式上推陈出新
做好文章外，还有针对性地向中高端
客户群体发出邀请。“为此我们还专门
走访了石家庄当地的老龄委和老年大
学等机构，推介上也针对河北情况，突
出今年8月我省荣膺国际人口老龄化
长寿化专家委员会认证‘国际长寿岛’
的亮点。”

石家庄老业主在海南地产推介会上主动做广告——

老人住在海南，省下医药钱

11月18日，万宁的湖南口味王槟榔加工厂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忙着加工、包装
槟榔产品。有着“中国槟榔之乡”称号的万宁，目前已形成槟榔种植、初加工、物流
流通产业集聚区。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曾觉 摄

槟榔之乡加工忙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

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

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

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

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

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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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
谷家福）由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清华大学发起的中国先进橡胶产业联盟于
11月17日在海口成立。

中国先进橡胶产业联盟汇集了全国24家从
事橡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的中国知
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等。将以产学研相
结合为抓手，主攻特种、特供（军工）制品和航天
航空、高端民用橡胶材料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进
而提升我国特种、特供橡胶制品的质量和可靠
性，确保我国战略物质自主供给，引领我国先进
天然橡胶产业技术创新，维护国家安全。

联盟的任务是，对我国天然橡胶、特种、高端
橡胶制品，以及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战略、方针、
政策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研究；组织成
员企业、机构申报或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协调橡
胶产业上中下游，更好更快地实现科技成果的产
业化；推动联盟内部的各个方面的协助、合作、交
流，建设产业信息平台；反映成员单位的意见和
诉求，协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在中国先进橡胶产业联盟启动的现场，清华
大学与海南橡胶正式签订了相关合作意向书。
首个推出的科研合作项目橡胶废弃生物质裂解
制备生物燃油项目合作意向书，将促进海南省生
物质制能产业的发展。

副省长陈志荣出席会议。

中国先进橡胶产业联盟
在琼成立

本报金江11月18日电（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陈
超）为深入开展“远学焦裕禄，近学牛开成”活动，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由省委宣
传部组织，三亚市艺术团和澄迈县歌舞团创作排演
的话剧《牛开成》日前在澄迈金江影剧院首演。

牛开成生前是儋州市雅星镇党委副书记、镇
纪委书记。去年10月24日上午，因工作劳累过
度，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6岁。

话剧《牛开成》共分为9幕，全长1小时20分
钟。整剧以重现牛开成同志先进事迹为主线，主
要讲述了牛开成同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和秉公执法的经典案例，以及选择扎根农村服务
乡亲、隐瞒病情忘我工作等感人故事。

演出结束后，许多同志纷纷表示，要将牛开
成精神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结合起来，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
起来，紧密联系自身工作实际，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争当牛开成式好党员、好干部。

话剧《牛开成》
澄迈首演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郭景水 特约记
者韩小雨）今天，省教育厅正式发布通知，省教育
厅决定自2014年起，每年选取我省教育政策法规
和依法治教的重要问题开展委托课题研究工作，
首批推出8个项目的课题。

8个课题的范围是：海南省中小学依法治校
及章程建设试点研究、海南省幼儿园依法办园及
章程建设试点研究、海南省中职学校依法治校及
章程建设试点研究、海南省高校依法治校及章程
建设试点研究、海南省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含试
点）、海南省大学生法治教育研究（含试点）、海南
省教育行政执法研究（含试点）、海南省实施《民办
教育促进法》办法立法研究。

省教育厅要求，课题承担单位须是具有教育
政策法规研究能力的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及其他社会研究团体。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行
政机关等部门同志联合申报。课题主持人须具有
与申报项目相应的理论知识、工作基础，具有高级
（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研究生
学历，并具有相关研究经历。

我省推出8项教育课题
进行委托研究

本报三亚11月18日电（记者黄媛
艳）依法治国，纪检监察部门理应聚焦
主责主业，强化监督执纪。三亚市六届
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透露，三亚纪
检监察部门已将牵头参与的91个议事
协调机构调整为16个，给予50人党政

纪处分。
依法行政需要明确职责定位。今

年以来，三亚纪检监察部门将不该管
的工作交还主责部门，将牵头参与的
91个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16个，并以
市委办和市政府办的名义，专门发文
向各单位予以明确，一定程度上克服
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同时，还对
内设机构进行优化调整，目前，市纪委

监察局内设机构办案人数已超过
50%，旨在把更多的力量充实调配到
监督执纪问责上来，突出抓好党风廉
政建设监督责任。

今年以来，三亚纪检监察部门紧
紧抓住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重要时
间节点，开展明察暗访、专项检查，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个，处
理17人。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范南虹 通讯员
冯振茂）昨天上午，第八届中国专利周海南省活动
周网络会场开幕，本届专利周利用网络科技，在互
联网上展示海南科技企业的精品专利，共有120
种专利技术产品网上亮相。

据了解，海南省专利周以“聚焦企业需求，服
务创新发展，助推海南经济发展”为主题，以服务
企业为重点，以系列培训、展示成果为手段，积极
推进专利周各项活动。海南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了

“专利代理机构业务能力促进培训班”专题讲座、
“企业知识产权培育及政策解读培训班”，邀请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家授课以及本省的法学专
家授课；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还组织开展“一站式”
知识产权培训服务。

第八届中国专利周海南省活动周开幕

120种专利技术亮相

西岛社区党支部书记曾毓用

挥霍公款被党内严重警告

三亚市文联主席吴国华等人

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三
亚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张谯
星）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三亚
市纪委监察局日前对该市河西区西岛
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曾毓用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曾毓用身为共产党员、社区党

支部书记、主任，没有正确履行职责，以公
款接待、误餐为由造成社区2012年及
2013 年公款接待、误餐等开支共计
118.1673万元，构成大吃大喝、挥霍浪费
集体资金错误。三亚市纪委常委会讨论
决定，给予曾毓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亚市运管处两干部

利用职务便利受贿被处分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张谯

星）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三亚
市道路运输管理处2名干部犯受贿罪被
司法处理，并被分别给予开除公职、降
低岗位等级处分。

经查，2009 年至 2013 年 4月，三
亚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稽查三队副大
队长陈夫在负责打击非法营运稽查
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

民币 13.295 万元。三亚市城郊人民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
年。

在2012年 5月至2013年 4月间，
三亚市运管处公交车管理二中队大队
长陈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非法
营运车辆提供保护，并先后收受他人好
处费共计人民币2.76万元。今年8月
19日，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判决陈鹏
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张谯
星）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三亚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国华涉嫌违
纪，三亚市天涯海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周敬民涉嫌受贿，三亚市教
育局副调研员陈华泉涉嫌受贿，三亚市
公安局拘留所所长冯秋菊涉嫌违反财
经纪律，目前正分别接受组织调查。

发羊财，海南赚得还不够

11月 18日上午，粤海铁路海口火
车站，旅客走出站台。

随着北方天气转冷，温暖如春的海
南吸引大量避寒游客。10月下旬起，我
省旅游市场尤其是三亚渐入高峰。据
旅游部门统计，日均团队和自由行游客
已远远超越国庆黄金周，其中不受工作
时间限制的老年人成出游主力军。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嗨，海口
我们来了

法治海南建设

三亚纪检监察部门将牵头参与的91个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16个

50人被给予党政纪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