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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罗江 吴茂辉 邓华宁

科技创新探索生态循环农业技
术模式；打造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
地、试点县，经济生态效益凸显……
近年来，海南通过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向“绿色”要效益，着力建设农业
生态循环体系。

科技创新拧上循环“发条”

废弃地膜经挑拣后送入传送带，
出来时“变”成了工业原料塑料颗粒
……2014年初，海南天明农业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率先在海南探索农田废弃
物处置，建成年处置量1万吨的加工
厂，已累计回收、处置废旧农膜超2万

吨。据了解，海南按照废旧农膜回收
处置每吨补贴3500元、废旧农药包装
物每吨补贴1.4万元的标准，已在10
个市县展开田间废弃物治理。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则“向大海要农药”。以往被当作垃圾
丢弃的蟹壳、虾壳，被提取出寡糖免疫
诱抗剂新型生物农药“海岛素”，具有
防病、增产、改善品质的效果。公司行
政总监张伟介绍，使用“海岛素”能减
少30％以上的化学农药施用，目前

“海岛素”已在全国25个省份推广面
积超5000万亩。

为了进一步支持企业开展生态循
环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海南将
于近期成立生态循环农业科技创新与
技术推广联盟，联合省内外农业科研
院所以及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龙头企
业，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

多点突破释放经济生态效益

过去，灵芝、香菇等食药用菌栽培
依赖树木。如今，“以草代木”的菌草
技术在儋州市广泛应用：菌草粉碎装
袋培植灵芝、食药用菌，也能为畜牧业
提供优质饲料，还能腐烂产生沼气。

“点草成金”的产业正为当地贡献年逾
3000万元的经济效益，项目已挂牌国
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示范推
广基地。

作为海南首个生态循环农业试点
县，屯昌正推进农村生态养殖小区建
设，实现种养循环。目前，屯昌全县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化肥
和农药分别减量20％和39%。

屯昌坡心镇光明瓜菜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刘春光说：“建设生态养殖
小区政府补贴50万元，实施‘猪—沼

—菜’种养循环后，蔬菜亩产增加，
肥料使用大幅减少，每年可节省
50%的成本。”

海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面”上推广得益于“点”上突破。海南
将创建一批不同类型的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点、示范县，实现示范点内部小循
环和县域中循环，成熟后推广经验实
现更大范围的全省域循环。

打造生态循环示范省

海南气候高温高湿、耕地复种指
数达200％，农药化肥投入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全省农田残留农膜累计
超过10万吨，每年新增1.5万吨……

针对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
出问题，海南提出“两减三增三结
合”发展思路，减施化肥和化学农
药，增施有机肥和高效低毒生物农

药、增加农业田间废弃物的回收利
用，形成水肥结合、种养结合、耕地
质量提升与病虫害绿色防控相结合
体系。

海南省委主要领导表示，热带特
色和绿色生态是海南农业的两张“王
牌”，培育绿色生态核心竞争力，向“绿
色”要效益成为海南农业发展的必然
选择。

今年1月，海南省与农业部签署
合作备忘录，“十三五”期间，省部共建
把海南打造成全国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省。实施化肥农药减施、畜禽废弃物
综合利用、田间废弃物回收行动等重
点工程，到2020年畜禽规模养殖场环
保改造全部达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80％以上，化肥、农药使用量
比2015年降低5％，建立全省生态循
环农业体系。

（据新华社海口4月28日电）

向“绿色”要效益
海南着力建设农业生态循环示范省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郭萃）水体治理，颇受关注。记
者今日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从5月
2日起，海口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对
东西湖、大同沟水环境进行综合整
治，营造良好水环境。

据了解，东西湖是海口市重要的
景观水体，大同沟是龙华区片区内重
要的排洪排涝通道，全长约1.7千米，
其河水在龙昆北路汇入龙昆沟后排入
大海。两个水体涉及龙华区3个街道
10个社区，覆盖周边居民3万人。

龙华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
期监测结果表明，目前东西湖和大同沟
均为劣Ⅴ类水体，其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及氨

氮。“造成其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于地表
水倒灌污水截流管道。”该负责人透露，
东西湖、大同沟周边污水管网系统其实
并不完善，且沿岸倒灌设施不齐全。当
上游的地表水倒灌进入污水截流管道
时，造成截流管道满管，进而在地势较
低的下游溢流口进入水体造成污染。

其次，降雨时地表径流和冲刷、
水体底泥污染物因长期分解发酵释
放污染物，以及持续加大的人口压
力，也成为不断加重两个水体污染的
重要原因。

治理东西湖和大同沟，关键在于
污水截流和防止倒灌。中规院城镇
水务与工程研究分院能源所副所长
王晨告诉记者，两个水体的整治将从

污染控源和水生态修复两方面着手，
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结合水动力
改善和长效运营机制建立，打造良性
生态健康水体。

东西湖、大同沟的治理在治理模
式和治理方法有类似之处。在治理
模式上，两个水体都采取PPP模式，
由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水体的具体治理，并承担15
年的运营期。

然而，东西湖、大同沟治理在技术
手段上与美舍河治理大不相同。王晨
解释，“大同沟是个排洪排涝通道，其
宽度较美舍河更窄，这也意味着其水
体自净能力有限，技术团队将在大同
沟小石桥至大同路段3个大溢流口
处，设置多个下开式堰门，通过液压自
动控制闸门高度，防止倒灌。”

据悉，东西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于2016年11月进场，已完成水生
植物试验区建设5000平方米；大同
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于2016年8
月底进场，已完成管线摸排、部分污
水截流和防倒灌措施施工、清淤总量
的50%；东西湖、大同沟已安装曝气
设备20台。按照目前工作安排，此
次东西湖、大同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的总体工期为 2017 年 5 月 2 日
——7月31日，共持续3个月。

由于东西湖、大同沟水体淤泥量
十分巨大，在施工期间，周边的气味
会加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异味对
人体并没有危害，而且持续时间不会
太长。”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员王鲜鲜说，为尽可能降
低气味带来的不良影响，东西湖、大
同沟治水工作还将采取并行施工缩
短工期、减少底泥搅动等方式进行。

海口创建“诚信经营”
示范街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计思
佳）为打造“诚信海口”，推进海口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今天上午，海口在秀英
区时代广场举办2017年创建“诚信经
营”示范街（市场、店）活动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海口市文明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海口启动创建“诚信经营”示
范街（市场、店）活动，是推动商业道德
建设，引导商家诚信守法、依法经营，营
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良好消费环
境的重要举措。海口市秀英工商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商部门将加大市
场监管力度，加大力度打击失信企业。

“只有讲诚信，生意才能越做越红
火。”启动仪式上，秀英时代广场符记
抱罗粉老板龙关和代表商家业主发出
合法经营、公平竞争、货真质优、明码
实价、接受监督的倡议。

关注海口“双创”86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啸真 王雅彤）今天上午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海南港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
海口新海港举办了琼州海峡航线试飞仪式，这
也意味着今后搭乘直升机飞越琼州海峡只需
10分钟。

海口市副市长任清华表示，省委、省政府高
度关注琼州海峡一体化和琼州海峡经济带建
设，琼州海峡直升机空中摆渡是打造琼州海峡
水上半小时交通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交通
方式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今天试飞的航线连接海南省海口新
海港和广东省湛江市徐闻海安港，空中飞行时间
仅10分钟，旨在为游客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
的高端出行选择，也开启了琼州海峡跨海交通的
新纪元，未来还会开通琼州海峡水上飞机。

首航直升机董事长关磊表示，该公司会把
海峡直升机摆渡服务打造成优质产品，逐步提
供飞跃琼州海峡的个性化服务，缩短琼粤两省
的交通时间，促进两地经济文化交流。

港航控股董事长林毅说，直升机摆渡丰富
了港口服务功能，新海港将按照全域旅游标准，
打造成海南的门户旅游港，不断提升港口的服
务品质。

据了解，琼州海峡直升机摆渡飞行服务使
用的是空客公司生产的H135型双发直升机，
安全系数更高，起航后巡航速度250公里/小
时，每次可载5名乘客，满油状态下最远飞行距
离可达700公里。游客可通过现场、微信公众
号或进入空中社区-Air Community线上平
台三种方式购票，目前飞越琼州海峡单人票每
张898元，4人起飞。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钟礼元 覃曼）免费火
山水果宴、鲸鱼亚洲音乐节、2017
China Joy Cosplay……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旅游委获悉，“五一”期间
海口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旅游
活动，并推出小长假旅游线路，方便
市民游客游玩。

趁着“五一”小长假的机会出游
是不少人的第一选择，作为海口旅
游景区中唯一拥有大面积火山森林
资源的火山口公园是个休闲放松的

好去处，园内火山景观神奇、植被茂
密，小长假期间还有骑行活动；如果
小长假期间游客前往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将能看到正在举办的“猴
王争霸赛”活动；而在海口观澜湖新
城，将连续3天举办以粤语音乐为主
体的“鲸鱼亚洲音乐节”，此外，
2017 China Joy Cosplay也将在
这里举办，届时将有舞台才艺表演、
观众互动娱乐游戏、Cosplay妆容
现场授课等活动。

美好的假期自然少不了美食的

陪伴，此时正值海南水果集中上市
的季节，4月29日在海口火山口公
园，将举办免费火山水果宴，现场将
免费提供各类水果1000斤供广大
游客和市民品尝；而观澜湖华谊冯
小刚电影公社将举办“海南烤王争
霸赛”；想一次性吃遍海南风味美
食？那自然是要去海口骑楼小吃
街，这里是久负盛名的美食天堂，大
煎堆、盐酥鸡、椰丝年糕团、鸡屎藤、
清补凉……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应
有尽有。

琼中推出10条
休闲游线路

本报营根4月28日电 （记者
郭畅 通讯员陈欢欢）记者今天从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委获悉，“五
一”小长假，琼中推出鲜果采摘、农
耕体验、红色印记等10条“奔格内”
乡村休闲游线路，还将在“中国最美
乡村”红毛镇什寒村，举办房车露营
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在什寒村欣赏
乡村美景，体验露营乐趣，到了晚
上，还将举行篝火晚会。

此外，由琼中旅游委和海口市
胡画少儿艺术活动中心联合举办的

“五一手牵手，艺术生态游”活动也
将如期举办，报名参加活动的中小
学生可以走进黎母山国家森林公
园，探寻大自然的奥秘，与浙江大学
的昆虫学博士，海南大学的研究生，
一起在虫鸣和流水声中，找寻神奇
的昆虫世界。

文昌航天科普中心
举办航天展览

本报文城4月28日电（记者刘
梦晓 特约记者黄良策）为方便游客

“五一”到文昌游玩，文昌市旅文委
今日策划推出8条旅游线路，包括2
条航天游线路和6条自驾游线路，融
合了文昌航天科普中心、航天科普
馆、八门湾绿道、宋氏祖居、东郊椰
林等新兴景区和传统景点。

在文昌市旅文委推荐的 2 条
航天游线路中，位于龙楼镇的文昌
航天科普中心作为其中一个点，是
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旅游配套项
目。目前，该景点正在举办“中国
（海南）青少年航天强国梦”主题
的航天展览活动，展出天宫一号、
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等平时难得
一见的宝贝，并有VR月球探索、
球幕影院、天宫一号、三维滚环等
富有吸引力的体验项目。

关注海口生态文明建设

海口将启动东西湖水环境整治
采取PPP模式，重在控源截污，以内源治理和生态修复为主要内容

“五一”小长假 海口精彩活动“玩”不停

关注“五一”小长假

海口红树林乡村旅游区
（绿色栈道、划船）

万绿园（赏花踏青）

假日海滩（玩海踏浪）

火山口公园（火山乡村、民宿）

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动物亲密接触）

琼州海峡直升机
空中“摆渡”昨试飞
到徐闻只需10分钟，票价898元

我省首条成品油管道
建成投用
管道年设计输量250万吨

本报金江4月28日电（记者梁振君 通讯
员朱晶 陈元平）今天上午，中国石化在我省建
设的首条成品油管道——洋浦至马村成品油管
道成功实现投油试运，管道全长112公里，采用
先进的密闭顺序输油工艺，实现24小时全天候
收发油品。

洋浦至马村成品油管道由中国石化销售华
南分公司、中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共同建设。
管道年设计输量250万吨，采用先进的密闭顺
序输油工艺，可以顺序输送车用柴油、92#汽
油、95#汽油和航空煤油等4种油品。管道首起
洋浦海南炼化厂，终止于海南石油分公司澄迈
马村油库，途经洋浦开发区、儋州市、临高县、澄
迈县等4个区市县，线路总长112公里。该管
道于2013年3月8日打火开焊，管道2016年
12月31实现全线贯通，经最后半年的变形检
测、内检测和两级检查复核验收，终于实现投油
试运一次成功。

随着海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对成品
油的需求大幅增长，海南石油分公司销售的油
品主要采用船舶运输，当出现台风等异常天气
而导致航道封航、船舶不能靠泊时，严重影响油
品运输作业及市场油品资源供给。洋浦至马村
成品油管道的建成投用，对降低环境污染、维护
海南绿色生态、促进海南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
意义。管道运输将解决传统运输方式运力不
足、受制于天气、不利于环保等瓶颈问题，实现
24小时全天候收发油品，有力保障我省琼北、
琼中、琼东地区成品油和海口美兰机场航空煤
油的稳定供应。

直升机正在起飞。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仁雄 摄

海口团员青年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公益植树迎“五四”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张茂）4月28日

下午，由海南省网信办、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委宣
传部机关团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团委及海航旅
业旗下海航技术团委等几家单位联合组成的青
年志愿服务队，一行40人来到位于海口市演丰
镇的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开展红树林科普、种
植等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迎接“五四”青年节。

28日下午，在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工作
人员首先为志愿者们进行红树林知识科普宣
讲。随后，志愿者们穿上水鞋，戴上手套，在工
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与讲解下种植红树苗。

最后，志愿者队伍与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结成对子，长期进行环保公益互动。

通过此次活动，各单位团员青年志愿者们
不仅加强了环保知识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红
树林生态修复行动，努力扛起共青团员青年的
责任担当。

4月27日，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改造后极富特色,吸引了不少游客。据介绍，南罗村村民大多是黎族，近年来，该村在政
府的帮助下建设美丽乡村。“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村民打扫好了村道，迎接游客。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扮靓村庄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