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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认定9名
引进特级教师
按照我省特级教师有关规定管理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根据省
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文件，经我
省引进的特级教师个人申请、所在学校（单位）初
审和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省教育厅审核且公示无
异议，省教育厅今天确认李洪山等9人为海南省
引进特级教师。

此次被确认为特级教师的有：海南省教
育研究培训院教师李洪山、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中学教师张勇、万宁市第二中学教师刘
祖元、万宁市万宁中学教师周敏、澄迈中学教
师纪迎春、海南澄迈思源高级中学教师辜芍
文、五指山市第三小学教师穆枝、三亚市吉阳
区南新小学教师王迎春、海口市港湾小学教
师何丽。

省教育厅要求有关市县和单位及时办理确
认人员的特级教师津贴发放工作，按我省特级教
师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希望确认人员再接再厉，
充分发挥好特级教师示范引领作用，为我省教育
事业的改革发展和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做出新
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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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省委第一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巡视时间:2017年5月31日—7月31日)

我省连续65个月
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余
志荣）今天下午，记者从海南省危险化学品企业主
要负责人培训班上了解到，全省连续65个月未发
生重特大事故。今年1月至4月份，全省安全生
产形势总体平稳，各类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同比下降。

1月至4月份全省共发生各类事故1074起，
同比减少350起，下降24.6%；死亡248人，同比
减少13人，下降5.0%；受伤802人，同比减少226
人，下降22.0%；直接经济损失2192.1万元，同比
减少668万元，下降23.4%。其中，发生较大事故
8起，同比增加2起，上升33.3%，死亡24人，同比
增加1人，上升4.3%。

下一步，省安委办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
府的工作部署，通过督查检查强化责任落实，
积极推进全省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推动安
全生产工作向精细化、科学化迈进，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
整治及大检查“回头看”，全力防范各类事故，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打牢稳固的安全生产
基础，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上接A01版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委

巡视办负责同志在进驻工作动员会上
指出，七届省委刚完成换届即启动第一
轮巡视，并将脱贫攻坚纳入巡视监督重
要内容，是省委向党中央看齐、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推动政治巡视向纵深发
展的具体行动。被巡视市县领导班子

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巡视监督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牢固树
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理念，自觉接
受巡视的政治体检，如实向巡视组反映
情况和问题，支持巡视组深入了解情况
和准确发现问题，并加强对巡视组的监
督，共同完成好这次巡视任务。

被巡视市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表示，把本市县作为七届省委首轮巡
视对象，体现了省委对被巡视市县领
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
将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主动接受省委巡视组监
督，积极支持配合巡视组开展工作，并
以此次巡视为契机，开展自查自纠，加
强作风建设，用好巡视成果，把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确保中央政令
畅通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落地，推
动本市县各项工作上新台阶。

据悉，这一轮巡视工作将于2017
年7月31日结束。巡视组主要受理反
映被巡视市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
一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
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

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
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
被巡视单位或有关部门处理。

巡视期间，各巡视组设置了专门
的联系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
接访室等。

七届省委第一轮巡视进驻完毕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孙秀英）随着6月5日世界
环境日临近，今天上午，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在海口举行媒体见面会，会议发
布了《2016年海南省环境状况公报》
（以下简称《公报》），并就公众关注的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难点问题做出回

应。记者从会上获悉，“十三五”期间
我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相
比于“十二五”期间整体投入预计或增
长50%以上。

会上发布的《公报》显示，我省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继续保持优良。
去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为 99.4%，优良天数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78.8%）20.6个百分点，
且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排名
第一。

《公报》还对各市县生态环境质量
进行评价，指出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指数介于

61.56～88.03之间，琼中、五指山、白
沙、保亭、万宁、乐东、昌江等7个市县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等级为“优”，县域
植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
系统稳定，其余11个市县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等级为“良”，县域植被覆盖度
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

据了解，环保部门将继续加大环
境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去年全年环保部门受理环境投诉
1863 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687宗，罚款2369万元；今年第一季
度对环境违法案件的罚款已达到
1324万元。

我省空气质量去年全国省级排名第一
“十三五”生态环保投入比“十二五”或增50%以上

1

东方乳猪养殖企业代表
海南东方兰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毓权
联系电话：18608916133

专题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

东方乳猪品牌化 产业发展上“快车道”

东方烤乳猪，发源于东方市四更
镇，四更烤乳猪据称已有300多年的
历史。烤乳猪的制作手艺，由当地农
民祖祖辈辈代代相传，在传承中创新
发展。

走进东方市四更镇四源养猪示范
基地，在标准化的生态养猪场内，不时
传出小猪阵阵啼叫声，这个去年兴建
的有132间猪舍的基地，养殖着300
多头母猪、16头公猪。来自四更镇各
个村的贫困户劳动力，在猪舍里清洁
打扫卫生，一派繁忙景象。

2016年启动脱贫攻坚工作以后，
东方市四更镇结合本地实际，启动了这
个乳猪养殖项目，采取“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的经营模式，由于政府第一期
投入400万元，建设养猪场。养猪场分
为生活办公区、养猪生产区和粪污处理
区。由公司提供猪苗和技术指导，贫困
户免费入股合作社成为股东，每年进行

一次分红。今年1月25日，全镇122
户贫困户按照每人400元的标准，领取
了首次分红共计21.44万元，乳猪养殖
场第一次产生了脱贫效益。

东方是我省西部地区重要的热带水
果、冬季瓜菜、畜牧、海产品、花卉生产
区。在养殖方面，东方出产的乳猪、黑山
羊因品质高、口感好，在市场上倍受消费
者青睐。但因为品牌创建起步晚、基础
差等方面原因，东方的农产品长期处于

“有口碑、没品牌”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在东方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下，东方市有关部门以基地为载
体、企业为主体、生态安全为根本、标准
化为基础，实施品牌农业战略，重点打
造东方黄花梨、火龙果、乳猪、香薯、菊
花、甜玉米、凤梨、绿萝、黑山羊、铁甲鱼
干等“十大农业知名品牌”。由此，东方
乳猪养殖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

海南东方兰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毓权说，依靠稳定的消费市场，产
业化养殖乳猪前景很好。去年底，吴毓
权开始接手管理四源养猪示范基地，为
基地提供猪苗和养殖技术，按照产业化、
工厂化的模式带领贫困户养殖乳猪，按
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给贫困户分红，
带动全镇贫困户脱贫致富。

在八所镇田庄村附近，海南东方
兰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还经营着一家
颇具规模的乳猪养殖场，在这里养殖着
500多头本地母猪，是目前东方市乳猪
养殖规模最大的养殖场。吴毓权介绍，
通过采取科学的养殖技术，他们养殖乳
猪的成活率非常高，小乳猪长得白亮干
净，猪肉品质上乘，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2016 年，该公司养殖的黑猪荣
获海南省农博会最美黑猪肉评比第
七名。吴毓权表示，在带动贫困户养
殖乳猪增加收入的同时，下一步公司
还计划扩大黑猪养殖规模。

东方烤乳猪皮脆、肉
嫩、骨酥，闻名于感恩大地
已久。2015年欢乐节期间
举办的海南国际美食博览
会上，由东方市选送的烤乳
猪入选“海南十大特色名
菜”，成为一道享誉全省的
佳肴。

2016 年以来，东方市
大力推动“品牌农业创建”
活动，乳猪作为该市重点打
造的“十大农业知名品牌”
之一，通过组织化、规模化
生产，产品品质不断提升、
品牌树立取得长足进步。
从猪苗繁育、乳猪养殖，到
烤乳猪加工制作、销售，东
方乳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富民效应日益凸显。

以美食为介
壮大发展乳猪养殖产业

2016年11月1日，东方籍返乡大学生王睿
创办的“东方好味”特色餐厅和“东方特产专营
店”在海口国兴大道开门迎客。餐厅里设置了一
个透明烤乳猪操作车间，食客能在现场观看工作
人员用炭火现烤的乳猪。东方烤乳猪第一次在
海口商圈亮相，挺进省会城市。餐厅负责人王睿
介绍，公司今后还计划在三亚等其他市县开设

“东方好味”特色餐厅，按照连锁店的模式，把东
方烤乳猪等特色美食推广出去。

“东方烤乳猪用的是本地猪，烤乳猪好吃
跟猪肉的品质好，有直接关系。”东方市畜牧兽
医局科学研究所所长潘红光介绍，东方农民有
散养乳猪的习惯，通过整合资源，走产业化养
殖的道路，东方乳猪这个品牌的影响力正越来
越大。

据统计，东方全市一天就要消费700头烤乳
猪，全年要吃掉20多万头乳猪，以美食为介，把东
方乳猪的品牌打响，这一产业将释放出巨大潜
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今年以来东方市有关部
门正在给东方乳猪申请国家地理标识、农产品认
证，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本版策划/周月光 撰文/安明 周月光）

产业化养殖东方乳猪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东方市八所城区，农科路
和东港路是烤乳猪店分布最集
中的路段。每到傍晚时分，前来
购买烤乳猪的市民和游客络绎
不绝。在农科路路口，一家名为
亚香美食店的烤乳猪店已经开
了 22 年。这家店的老板娘钟进
香是一个做烤乳猪的高手。“东
方人烤乳猪，挑选四斤左右体小
腰直、皮薄肉厚的乳猪，放在炭
火上，把皮下的油脂烤出来。”钟
进香说，根据经验一只乳猪烤40
分钟左右，表皮成金黄色时口感
最佳。

东方烤乳猪皮脆、肉嫩、骨
酥，吃着口感清脆，香而不腻。不
过，东方烤乳猪虽然好吃，但长期
以来名气仅限于东方市内，成为
长期制约乳猪产业壮大发展的一
个瓶颈。

2016年 12月，中国国际饭店
业大会暨第三届丝绸之路美食节
在三亚举办。东方市选送的东方
黄记烤乳猪特色美食脱颖而出，
被中国饭店协会授予“中国名菜”
称号。一时间位于东方市东港路
的东方黄记四更烤猪美食店，食
客盈门。

该店经营者黄其旺是四更镇
四更村人，他介绍，家里自从爷爷
那辈就开始制作售卖烤乳猪。经
过不断尝试，改进配方，他研制出
了一套独特的烤乳猪技艺。目前
店里日均烤乳猪销售量在30头左
右，遇上节假日，销量会超百头。
荣获“中国名菜”荣誉后，他加倍
珍惜，下决心一定要把东方烤乳
猪这个金字招牌保护好，把生意
越做越大，让更多人品尝到东方
的烤乳猪。

烤乳猪香飘街巷 荣膺中国名菜称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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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烤乳猪。 安明 摄

东方四源养猪示范基地。 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