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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行业出身的他重操旧业

胡来源原来是一名助理畜牧师。因
为对畜牧行业比较了解，1982年，胡来源
在安徽老家办起了养猪场。

1989 年，在经过几年的资本积累
之后，胡来源改行了，决定进军工业开
办工厂。多年过去了，胡来源将工厂
运营得风声水起，还将工厂开到了海
南洋浦。

在商海打滚多年的胡来源又有了新
的想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健康的食材肯定会
越来越有市场。

2012年 6月，振风公司成立，胡来
源任董事长，注册资金6000万元，办起

了黑猪养殖场。对于公司的成立，胡来
源打趣地说，真的是工业反哺农业，他
开工厂赚的钱都投到养殖场了。

2012 年开始兴建的黑猪养殖场，
2013年便开始有生猪出栏。此后生猪出
栏数年年高速增长：2013年出栏2000
头，2014年出栏8000头，2015年出栏1
万头……胡来源说，公司目标是到2018
年，生猪出栏达到5万头。

打造高端黑猪品牌

远远望去，一排排现代化猪舍颇为
壮观，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如
今，振风公司的黑猪养殖基地占地2000
亩，200亩用于黑猪养殖，其他的1800亩

种植热带水果和蔬菜。
“黑猪养殖并不容易，猪一旦得病，

弄不好就血本无归，所以没有经验的人
碰这一行还是很有风险的。”胡来源
说。由于自己之前有饲养黑猪的经验，
再加上儋州无疫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和区位优势，让胡来源对黑猪产业信
心满满。

据胡来源介绍，不管是存栏量，
还是出栏量，振风公司都已经成为儋
州最大的黑猪养殖企业，并且注册了

“振风黑猪”的商标。振风黑猪打造
的中高端肉食品，主要销往北京、上
海等地，供给公司的会员以及高端酒
店。

“我们的猪肉产品售价比同类猪肉

产品价格高出20%，却依旧供不应求。”
胡来源对于自己生产的猪肉产品十分
有信心。

高的价格来源于高品质与高投入。
胡来源说，振风黑猪的生长周期是8个
月，在临出栏的3个月内禁止使用抗生
素，将真正无公害的食品送上餐桌。

在今年的海南（屯昌）农民博览会
上，振风猪肉获得“海南最美黑猪肉二等
奖”。此外，在2017年第十一届中国国
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上，振风公司的黑猪
肉被评为“优秀产品奖”。

带动周围农户增收致富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众人富才算富。
养殖场逐渐走上正轨，岛外销售

也搞得如火如荼。胡来源又开始琢
磨，儋州这么好的自然环境，何不让
周围的农户也加入进来，让他们也有
钱赚？

“我现在已经有了岛外的销售渠道，
为什么不通过这个渠道来销售有机蔬菜
呢？”胡来源说干就干，找来周围的农户，
向他们说了自己的想法。

随后，振风公司与养殖场周围的100
多户农户签订了绿色蔬菜种植协议。村
民在胡来源的指导下，利用猪场生产的
有机肥，种植高质量的绿色蔬菜，实现猪
场与附近农户的双向供应。

据胡来源介绍，周围的农户种植冬
季瓜菜，振风公司提供种子、肥料，再进
行回收，农民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同
时，周围的农户使用振风公司的生态有
机肥，可以改变土地板结的状况，提高土
壤的肥性。

除了实施“公司+基地+农户”的辐射
模式，壮大公司实力，带动农民致富，振
风公司还承担起了王五镇10户贫困户扶
贫工作，10户贫困户通过扶贫资金入股
的方式获得分红。据胡来源介绍，今年
年底10户贫困户每人都有分红，有望全
部达到脱贫的标准。

同时，规模化的养殖场也给周围的
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目前，在
振风公司养殖场打工的村民有40多人，

每个月的报酬达3000多元。

种养结合打造循环生态养殖

黑猪养殖是一个传统的养殖行业，
想要产业做大，首先就要解决污染的问
题，只有在立足生态的基础上，养殖企业
才能取得长远发展。

为此，在儋州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
的扶持下，胡来源找到了一种种养结合
的循环生态养殖模式，为黑猪养殖企业
的进一步发展消除了后顾之忧。

据胡来源介绍，以黑猪养殖为主业
的振风公司，年出栏肉猪1.6万多头、年
出栏猪苗约5000头。对于猪粪，该公
司建起一座年生产 5 万吨的有机肥
厂。其运行过程为：利用粪污发酵制成
沼气，补充猪场生产生活用电；在猪场
周边种植瓜菜，利用沼液进行叶面施
肥；将沼渣二次发酵，制成袋装有机肥
料出售。这些循环项目，总投资近
4000万元。

循环农业不仅保护生态，其产品
的附加值也大为提升，使用生态有机
肥种出来的有机蔬菜，经济效益十分
可观。此外，胡来源制成的有机肥也
已经取得了自己的商标，并且远销省
内外，有机肥的效果也得到了使用者
的广泛肯定。

儋州市畜牧兽医局的相关负责人
表示，规模养殖场的废弃物转化成有
机肥，这个模式的好处是减少了环境
的污染，同时还增加了农户有机肥的
使用量，对改善地力有明显的作用。

据了解，2016年，儋州市整合项目资
金2577万元，带动企业投资1.3亿元，用
于生猪粪污治理设施改造。使各个企业
在提高消污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
收入，增加了收入的渠道。下一步儋州
市畜牧局还将大力推进饲养到畜牧、沼
液、肥料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助力当地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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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黑猪和种植瓜果有机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循环生态农业

打响“儋州黑猪”牌 念活生态养殖经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

猪圈，掩映于绿油油的瓜
菜基地间……这是位于
儋州市雅星镇的海南振
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振风公司）
黑猪养殖场。

养殖黑猪和种植瓜
果，两个产业巧妙地结合
起来：用猪粪加工的有机
肥种植有机蔬菜，不但提
高了经济效益，而且成为
了独具特色的循环生态
农业。

养殖场的黑猪

整齐划一的猪圈

专项整治
积极履职守护绿水青山

如今的海口灵山镇仙月仙河水清岸
绿，草木葱郁，两年前这条河却是污水横
流、河水恶臭。

说起仙月仙河的治理，得追溯到
2015年。当时群众反映海口灵山镇江
东开发区多家工厂直接排污进仙月仙
河，河水污染严重。随后，海口市检察院
干警走访调查，将仙月仙河流域及周边
环境保护问题作为生态诉讼案件的重点
线索分别向同级环境执法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书。

“江东工业园区及周边有药品、食
品、矿泉水等部分企业水污染源头。”美
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林宇介绍说，一些

禽畜养殖场将产生的粪便污水排放到河
上游，导致河水恶臭。

随后，海口市检察院联合美兰区检
察院迅速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
先后召集环保、水务等部门召开“河流整
治专题会议”，针对多部门职责交叉现
象，进一步明确职能分工，严厉查处排污
等违法行为，督促职能部门对周边畜禽
养殖点进行集中清理，开展清淤清障整
治工程等，仙月仙河污染综合整治战役
取得明显成效。

当时，海口市也正进行“餐饮渔排”
等近海环境污染的专项调查活动。根据
省检察院关于就“餐饮渔排”等近海污染
问题进行调研并督促整治的文件精神，
海口市检察机关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
把服务生态建设作为检察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主动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基层，对
海口近海环境污染情况开展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海口市检察机关以
发送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部门依
法履行职责，加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以
生态检察守护了海口的绿水青山。

智慧检务
为生态环境穿上“科技防护服”

今年7月，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永兴
检察室率先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发现一
起数额巨大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

“我们花了五天时间，开车找遍了每
一条乡道，仍然一无所获。”参与办案的
一位干警表示，在该线索侦查初期，由于
目标位置难以确认，侦查工作难度很

大。后来在无人机的“助攻”下，不到两
个小时，干警便锁定全部目标，远程拍摄
固定重要证据，结合走访情况形成相关
职务犯罪线索报告。

近年来，海口市检察机关多次运用
无人机航拍技术协助调查取证，特别在
涉及面积广、取证难度大的破坏生态环
境案件上，“无人机+检察”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无人机在我院检察工作中已有多
次应用，例如无人机航拍直播，无人机航
拍红树林生态回访，无人机引入公益诉
讼，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海口市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秀英区永兴镇周边有多家私人养猪
场，多年来对猪的粪便、污水等没有处理
就直接排放，严重污染了地下水源和地
表水源。在秀英区检察院的支持下，永
兴检察室启用无人机飞到养猪场上空，
全面侦查了养猪场坐落位置、污染程度、
污染源及排污口位置，而后固定证据，破
解了调查难、取证难问题。

近年来，海口市检察机关积极拥抱
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探索“智慧检
务”，将无人机、远程提讯系统、智能语
音输入系统等一系列新型技术应用在
检察工作中，为促进办案质效提升提
供了技术保障。新技术应用于生态保
护的案件上，为生态检察筑牢了“智慧
屏障”。

公益诉讼
让生态检察有了发展新契机

今年7月1日起，公益诉讼正式全面
施行，全国检察机关均可提起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工作成为检察工作的重要一
环，也让生态检察有了发展新契机。

海口市检察院强化组织领导，将公
益诉讼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该院第一
时间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对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成立了以李思
阳检察长任组长、成员涵盖各业务部门
和综合部门的公益诉讼工作领导小组，
从组织领导、人力、物力等方面提供充分

保障，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开展。
同时海口市检察院不断强化理论

学习，提升专业化水平。一方面组织干
警学习与公益诉讼相关的法律法规，另
一方面业务培训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
相结合。

而在公益诉讼正式全面施行以前，
海口市检察机关就通过督促履行职责、
督促起诉等具有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性质
的检察监督，为公益诉讼的开展打好了
基础。

近年来，琼山区检察院牢固树立打
击和恢复并重的工作思路，通过推行恢
复型司法，恢复受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系。

2016 年 1 月，琼山区检察院侦监
部门在办理邹某涉嫌滥伐林木案中，
向区农林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农林
局责令邹某补种其滥伐林木118株的
5倍林木并处罚款。后来在该院云龙
检察室的跟踪监督下，邹某按要求补
种沉香苗600株，占地约1.8亩，通过了
农林局的验收。

“公益诉讼，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和国家利益。”海口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
察处负责人介绍，公益诉讼的全面施行
为保护海南的绿水青山提供了更有力的
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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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生态检察为生态环境打造“司法护盾”
从海口市南海大道上海榆

中线，驱车向南行驶约七公里，
在道路东侧可以看见一片开阔
的耕地，而三个月之前，这里还
是一片硬化水泥地块。现在水
泥地块已经被清除，复垦工作
正在进行中，不久的将来，这里
又将是一片沃野。

这片被破坏的耕地得到恢
复治理，得益于海口市检察机
关在省检察院的指导下，对相
关职能部门启动公益诉讼诉前
程序，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
行职责。

今年7月份，海口市检察
院查明，符某某等人破坏此处
耕地，相关单位未依法追究其
破坏耕地的行政责任，被破坏
耕地未得到修复，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海
口市检察院依法向相关单位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该单位收
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行职责，
督促符某某等人恢复被破坏
耕地。

这也是今年 7 月 1 日正
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制度以来，海南省检察机关
运用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
制，办结的首起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案件。

多年来，海口市检察机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履行检
察监督职能维护生态环境作
为常态性工作，以生态检察为
海口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打
造“司法护盾”。

检察人员用无人机航拍勘查取证。
周腾中 摄

检察人员查看仙月仙河整改情况。 王巍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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