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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本期热点

西岸观察

11个项目总投资共191亿元

儋州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方阵

关注儋州品牌农业⑤

儋州以联动机制确保游客合法权益

建立“1+3”
旅游综合管理执法体系

本报那大11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杨剑 刘亚）记者今天从儋州市旅游委获悉，儋
州正在着力构建“1+3”旅游综合管理与执法体
系，市旅游委与公安、法院、工商部门形成联动机
制，进一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游客合
法权益。

据了解，儋州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行业
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相继成立了旅
游与环境资源警察支队、旅游巡回法庭和工商旅
游分局，目前已全部挂牌运转。“1+3”旅游综合执
法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旅游综合协调、旅游案件
联合查办、旅游投诉统一受理等综合监管机制，形
成协同配合、联合执勤、快速联动的工作局面，既
发挥了各行业管理部门的专业优势，又有利于形
成整体治理的合力。

“建立‘1+3’旅游综合管理和执法体系，旨在
适应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新形势、新要求。”儋州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儋州市将加快建立现代旅
游治理机制，推动旅游从单一管理体制向综合管
理体制转变。

洋浦发动公众
举报有毒食品
举报者最高可奖50万元

本报洋浦11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记者
今天从洋浦经济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
悉，欢迎公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如果在市场
上发现有害食品，请拨打12331投诉举报，一经查
实，举报者最高可获得50万元奖励。

今年9月以来，洋浦经济开发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了16批市县食用农产品，
包括蔬菜、畜禽肉、水果、水产品和蛋，无不合
格样品。

洋浦经济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为实施食品安全示范工程、样板工程，
一方面，引导食品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大投入力度，
创造有安全保障的食品消费环境；另一方面，鼓励
公众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工作中，形成合力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儋州错峰种植销售
22.5万亩冬季瓜菜
实行全程质量监管和检测

本报那大 11月 20 日电 （记者易宗平 通
讯员夏佟）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农委获悉，儋州
对总面积22.5万亩的冬季瓜菜，采取错锋种植
和错峰销售相结合的方式，将根据两广地区豆
类、苦瓜等种植晚、上市迟的特点，适度增加豆
类、苦瓜等种植面积，同时调减椒类、冬瓜等种
植面积。

在种植时机上，儋州市木棠、王五、排浦镇等
地的黑皮冬瓜，于冬至前后播种；东成、新州镇的
尖椒、泡椒、四季豆，在收割晚稻后立刻播种，而对
收获期较晚的品种如紫长茄、豆角等也提前播种，
争取最佳上市时间。

儋州市农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实施“错峰种
植+错锋销售”机制同时，儋州同时推出保障措
施：一是加强质量监管，强化产品抽检和农业投入
品市场的监管。儋州市农业执法大队和农产品检
测站，对冬种瓜菜产品质量突出抓好源头监管，进
一步建立完善瓜菜流动检测队伍，坚持瓜菜上市
前例行检测制度，并不定期在田头、收购站（点）和
码头进行抽检，确保“两瓜两豆”等瓜菜100%持
证出岛。二是推行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护，推进

“一洋一品，一村一品”规模经营。儋州鼓励企业
或合作社创立品牌，改进包装设计，提高包装档
次，以标准创品牌、举品牌闯市场、以品牌树形象、
向品牌要效益。

从10月初至今年年底

儋州投2.6亿元
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本报那大11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夏佟）随着强劲有力的铁臂向沟渠中伸去，铲车
将淤泥挖起来倒入工程车，渠道开始变得通畅起
来。连日来，儋州红洋水库万头干渠续建配套与
改造工程，高标准整治山营及中和洋农田等水利
工程工地，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今年儋州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的目标任务是：一是全面维修清淤加固防渗渠
道2098条，总长2168公里，其中防渗硬化渠道
195条（段），总长101公里；二是实施贫困村庄
水利设施建设项目4宗，红洋水库万头干渠续
建配套与改造工程1宗，实施全面修复水毁工
程216处；三是实施贫困村庄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14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31宗，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项目1宗；四是高标准整治山营及中和
洋农田2.2万亩。

从 10 月初开始到年底，儋州共预算投入
2.6 亿多元资金，大兴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其主要工程量为：土方 78.5 万立方米、石
方1.42万立方米、混凝土9.12万立方米。这些
工程完工后，将实现年节水量 841 万立方米，
改善、恢复及增加灌溉面积 16.5 万亩，并可化
解5.62万人饮水难。■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李林芬

绿色、黑色、紫色、粉红色……一
串串不同颜色的葡萄挂在枝叶之间，
随风轻轻摇曳。今天，儋州市兰洋镇
南罗村的七叶葡萄基地，又迎来了一
批采摘体验游的客人。游客们一边
采摘品尝，一边自拍。葡萄园里，充
满了欢笑声。

“这个基地的七叶牌葡萄，有不
同颜色的品种，肉质肥厚，脆嫩可
口。”今天，儋州七叶葡萄农民专业合
作社基地负责人潘可雄说，整个基地
共有500亩，目前进入丰产期的有
150亩。其营销方式为采摘体验游
和电商销售。

潘可雄介绍，通过轮番种植、
错峰上市，每造七叶葡萄供不应
求。就如何提升品牌效应，他透
露，正探索以多种途径开发七叶葡
萄系列产品：开展采摘体验游，使
葡萄成为游客们的伴手礼；推出盆
景式葡萄，让都市人群在观景同

时，在自家院落或阳台上吃到亲手
种植的葡萄；酿造高端葡萄酒，为
葡萄美酒再添新品。

不断发挥品牌效应的七叶葡萄，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产业依托。“我
加入了儋州七叶葡萄农民专业合作
社，平时在基地打工挣钱，年底还得
到了3000元分红。”南罗村村民杨文
立兴奋地告诉记者，“依靠家门口的
葡萄产业，去年我终于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

这样得到实惠的村民不在少数。
据南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梁永朝介绍，2016年，儋州七叶葡
萄农民专业合作社吸收该村27户贫
困户为社员；2017年初，该合作社带
动周边的加老、兰洋、海孔、番开、南
报等村共265户贫困户增收。这些
贫困户以政府扶持的扶贫金入股合
作社，除了年底参与分红，平时还可
到基地参加劳动获得工资收入。

儋州市兰洋镇党委书记赖小灵
介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南罗黎

苗特色田园综合体项目计划投资
1.8亿元，将建设1000亩葡萄农庄、
500亩淡水龙虾养殖基地，并开展
黎族、苗族歌舞和美食展示比赛等

活动。“未来，相信七叶葡萄在品牌
建设、产业惠民方面会有更大的上
升空间。”他说。

（本报那大11月20日电）

儋州南罗村成立合作社种葡萄，多途径开发新产品

七叶葡萄“酿出”村民幸福感

农民在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的葡萄园里采摘葡萄。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周鲁

随着轰鸣的工程车来回作业，一
条新建的道路向生态产业园延伸；种
植区内，工人们正在忙着栽培水果
苗。今天，儋州市南丰镇油文村的生
态农业产业园内外，呈现出一派火热
的繁忙景象。这是今年10月开工的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不到一个月
时间，就已完成投资4000万元，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率的95.8%。

南丰镇油文村的生态农业产业园

项目，由儋州田夫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实施，计划总投资 10亿元，将于
2020 年建成。该项目建设规模约
2000亩，将打造创意农业示范园、创
意农业网站社区、创意农业研究院。

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以
来，儋州持续发挥“洼地效应”，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领域渐成投资热点。连日
来，记者在儋州多个镇采访时了解到，
不仅仅是南丰镇生态农业产业园加紧
建设，儋州总投资191.4亿元的11个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全部由市场
主体运作，都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和‘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儋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

11个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的全力
推进将助推儋州传统农业向标准化、
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努力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示范市。

如今，多个产业综合体项目，正在
推动儋州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示范
市的“产业方阵”。

其中，位于儋州市兰洋镇的天香
木兰产业园，计划投资70亿元，第一
期建设天香木兰养生度假区、科学家
工作区、木兰种植繁育基地等；第二期
建设木兰森林园区；第三期建设木兰
产业带动区等。该项目已于今年7月
开工，已征地220亩、租地400亩，正
在种植木兰树苗。

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雪茄加工
项目，除了向建设万亩雪茄示范基地
迈进，还建设排灌、围网烟房等加工
设施。这个种植加工项目是光村雪
茄风情小镇的一部分。整个雪茄风
情小镇投资14亿元，包括雪茄种植
区、婚庆区、商务区、娱乐区等四大主
题区，现已初具规模，洋溢着浓郁的
异域风情。

位于儋州市东成镇的海南国际热
带苗木花卉基地及苗木花卉交易中
心，计划投资3.5亿元，正在建设综合
办公区、苗木培育区、花卉培育区、综
合展销区、生态湿地游览区、引种驯化
区、物流配送服务区、生态旅游度假居
住区等9个分区。

此外，儋州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
目还包括多个产业综合体，诸如丰高
立体高效农业项目、山营洋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嘉禾现代休闲农业观光
园、万亩生态茶旅融合产业园、海南黄
花梨产业园、儋州玫瑰体验产业园
等。这些项目建设期，大多为2017年
至2020年。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
业结构。”儋州市市长朱洪武表示，儋
州引进和上马的多个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项目，注重建设产业综合体，融合第
二、第三产业发展。可以预期的是，到

“十三五”期末，儋州现代农业产业链
和价值链将得以质的提升。

（本报那大11月20日电）

■ 易宗平

在儋州，全部由市场主体运作的11
个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总投资191.4
亿元，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有了值得期待的产业支撑。
儋州系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

目，有一个突出特征，即注重建设产业
综合体。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
产业结构。未来儋州的现代农业，有
望成为充分发挥溢出效应的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可

以提升产业链和价值链。例如，儋州
市光村镇雪茄项目的产业链，既有第
一产业的种植，又有第二产业的深加
工，还有第三产业的观光旅游。其价
值链，在产业链的融合、延伸中得以提
升：近三年来，儋州雪茄种植业为种植
户增收 1500 万元；儋州优质雪茄烟
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高档雪

茄加工业长期依靠进口的短板；儋州
雪茄风情小镇通过举办雪茄文化节，
每年吸引游客上万人次。

过去，儋州传统农业模式单一、实
力弱小，缺乏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如
今，儋州传统农业正向标准化、品牌化、
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为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市提供

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这是儋州由农业
大市迈向农业强市的重要推动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儋州在大力推进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项目的同时，更应着眼长远，主动
作为，健全体系，既有内生力又有外向
度，从而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航拍千年古镇儋州中和镇的美丽新姿。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在儋州中和镇谪居三年，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位于该镇的东坡文化旅游区一期项目，计划总投资6.46亿元，从2012年开始实施，

目前已完成投资近4亿元，旅游公路南段、东坡湖等已投入使用。
与东坡文化旅游区一期项目并行，儋州实施的中和风情古镇项目计划投资2.38亿元，重点建设该镇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

文/本报记者 易宗平 图/特约记者 吴文生

儋州中和镇：

千年古镇展新姿

洋浦：
以人民调解方式
化解逾百起土地纠纷

本报洋浦11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张裕佳 邓白荣）洋浦经
济开发区三都区冠英村和徳义村之
间，曾一度因土地纠纷引发矛盾。相
关部门采取人民调解方式，终于让两
村既解决了问题，又重归于好。记者
今天从该开发区管委会获悉，今年以
来已有100多起土地纠纷通过这样的
调解方式实现了定分止争。

据了解，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
直面群众呼声，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
纷。尤其是在土地确权过程中，针对
部分村之间的土地权属存在矛盾，工
作队每次都到现场多方调查和倾听，
以法律法规为准绳，通过人民调解方
式，让矛盾双方坐下来谈，心平气和地
解决土地权属问题。据三都区办事处
统计，今年10个多月以来，共解决了
上百起土地纠纷，涉及土地面积500
多亩。

洋浦经济开发区政法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要不断提升调解队伍的综合
素质、提升调解组织规范化水平，不断
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扎实推
进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南丰镇油文村生态农业产业园： 计划总投资10亿元，将于2020年建成

兰洋镇天香木兰产业园： 计划投资70亿元，项目已于今年7月开工

光村镇雪茄加工项目： 雪茄风情小镇投资14亿元，包括雪茄种植区、婚庆区、商务区、娱乐区等四大主题区，现已初具规模，洋溢着浓郁的异域风情

东成镇海南国际热带苗木花卉基地及苗木花卉交易中心： 计划投资3.5亿元，正在建设综合办公区、苗木培育区等9个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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