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 2950批次
今年以来，儋州共完成蔬菜农

残抽检2950批次，抽检全部合格。
截至目前，儋州已被核准

地理标志商标的农产品有 8
个品牌，其地理标志商标数量
居全省榜首，占全省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总量的1/4。

品牌 8个

儋州市政府已出
台品牌农业创建奖励
办法，对获得中国名牌
农产品的，奖励 50 万
元。

奖励 50万元
儋
州
农
业

12 月 12 日，恒大
集团旗下企业与儋州
签订了建设现代农业
小镇的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投资额达 100
亿元。

动向 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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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地税为贫困户送农资
共计17.6万元，106户贫困户受益

本报临城12月12日电（记者罗安明 特约
记者吴孝俊）“3包种子、11包化肥、5瓶农药，刚
好够4000元，点好货装上车。”今天上午，临高县
和舍镇罗爷村贫困户李明志到镇上领取临高县地
税局提供的农资时，乐呵呵地说。

眼下正值冬种农忙时节，临高地税局积极动
员贫困户大力发展冬季瓜菜，并应贫困户所需，按
照贫困人口500元/人的标准，为包点帮扶的和舍
镇罗爷村106户贫困户提供种苗、化肥、农药等农
资，共计17.6万元。

“种植一亩辣椒成本至少得3000块钱，去年
资金不足才种了2亩，今年地税局帮我省去了种
苗、化肥这两大项成本，今年我计划种3.5亩辣
椒。”正在田间育苗的罗爷村村民曾圣先说。

据悉，临高地税局自去年6月份包点帮扶罗
爷村以来，先后投入51万余元帮助村里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打井引水管、铺路、修建水利设施、进
行环境卫生整治等。目前，村庄面貌明显改善，已
有79户贫困户脱贫出列。

西岸快讯

本报那大12月12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赵赛 吴笛）日前，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尖峰岭环境资
源巡回法庭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揭牌
成立。这标志着继鹦哥岭、霸王岭环
境资源巡回法庭之后，该法院在辖区
三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审判工作

的全覆盖。
近年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深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增强
环境资源审判力量，全力守护青山绿
水。统计显示，从今年1月1日按照

“三合一”审判模式以来，该法院共受
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99件，结案率

达89.45%。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吴育森表示，环境资源巡回法庭要
从多方面发挥积极效应：将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为我省西部环
境资源保护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加
强联动司法，实现审判、执法的良性

互动，畅通沟通渠道；因地制宜地开
展法制宣传活动，营造人民群众知
法、守法的良好氛围；将鹦哥岭、霸王
岭、尖峰岭这三大自然保护区环境资
源巡回法庭统筹管理，以点连线、以
点带片，实现对海南西部生态环境的
全覆盖保护。

海南西部建立三大环境资源巡回法庭
覆盖鹦哥岭、霸王岭、尖峰岭自然保护区

本报那大12月12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周鲁）连日来，已完成一
期主体工程的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交
易市场，正在进行装修，这意味着儋州
将迎来一座新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项目位于儋州市那大镇，计划投资
2.83亿元。该项目占地70亩，总建
筑面积9.04万平方米，建设13栋主
体大楼。其中一栋农贸市场大楼，配

套4万平方米大型地库用于大型停
车场及大型超市。

数据显示，2015年10月，儋州万
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项目开工建
设，计划2017年底建成。目前，该项

目已完成投资2.73亿元，投资完成率
达96.47%。该项目具体进展情况为：
正在装修一期工程6栋楼；二期工程
中，1号楼已进行二楼架子铺设工作，
1号、6号、5号、8号楼加紧施工。

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将建成
计划投资2.83亿元，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

洋浦年内将
淘汰所有黄标车
还将逐步淘汰老旧车辆

本报洋浦1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李天宇 李明河）洋浦经济开发区持续加大环保
力度。记者今天从该开发区管委会获悉，根据省
政府相关要求，洋浦将于今年内淘汰所有黄标车。

截至目前，洋浦已淘汰黄标车395辆，占年初
下达任务指标的86%。据了解，按照年初制定的
目标，洋浦将在年底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

洋浦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说，所有在12月31
日前进行淘汰的黄标车主，都可以在相关部门领
取到黄标车淘汰补贴；12月31日后，黄标车车主
不仅不能领到相应补贴，同时违规上路者还将受
到执法部门的严厉查处。

另悉，下一步，洋浦还将分年度逐步淘汰老旧
车辆。

洋浦斥资逾6000万元
建农村公路
总里程50多公里

本报洋浦1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叶燕菁 艾国文）“嘀嘀——”今天，洋浦经济开
发区水流村，随着清脆的鸣笛声响起，进出车辆平
稳地行驶在已硬化的水泥路上。像这样已经投入
使用和正在修筑的农村公路，在洋浦一共超过50
公里，总投资逾6000万元。

据了解，从2016年开始，洋浦经济开发区计
划投资6160万元，在三都区建设农村公路，总里
程为52.54公里。这些公路分三期建成：前两期
从2016年起至2017年年底，预计建成39条农村
公路，建设里程约30.16公里，共有6000多名居
民受益；第三期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开展
前期准备工作，预计2018年底可全部完工。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农
村公路项目建设是一项重点民生工程，也是开展
交通扶贫的重要抓手。随着农村公路项目的加快
推进，将有效改善洋浦农村公路路况质量，让百姓
出行更加便捷。

助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儋州着力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市

一会儿提起一串
儋州黄皮，一会儿拿起
一块儋州土糖，她笑容
满面地连声点赞——
这是津巴布韦驻华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玛威
斯·斯班达博士今天在
2017年中国（海南）国
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
易会（以下简称“冬交
会”）儋州馆参观时的
情景。

作为农业大市，儋
州农产品越来越受到
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
泛关注和好评。冬交
会首日，在由60多家
企业和合作社展出50
多种农产品的儋州馆，
不少客商现场洽谈购
销事宜，甚至表达直接
投资儋州农业的意向。

儋州为35名农民工
成功讨薪230万元

本报那大12月12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高琼芳）记者今天从儋州市人
民法院获悉，经该法院法官耐心调解，成
功帮助35名农民工追回230万元工资。

近日，儋州市人民法院民二庭法
官赵敬义开庭审理，成功调解两起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促成被告江
西某建筑公司承诺，于2017年11月
30日前付清230万元工程款，充分保
障了35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2013年，原告余某洋和严
某红与被告吴某旺（挂靠在被告江西某
建筑公司承接的儋州某房地产开发项
目）签订了工程劳务协议书，约定吴某旺
将涉案劳务工程范围内的安装工程以
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等分包给两原
告施工等。随后，原告组织人员进场施
工。但到2014年年初，吴某旺却未支
付任何费用，两原告只得撤场并与吴某
旺协商要求进行结算和支付剩余工程劳
务款，但吴某旺一直拒绝。两原告遂向
儋州市人民法院起诉。

今天，在冬交会儋州馆，高高
矗立的灵芝盆景，在一簇簇用营养
袋培育的灵芝活株的环绕下，透出
一种灵气，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好奇
的目光，也引起一批经销商的兴

趣。
“今天接到山东等省客商采购

我们公司灵芝的多张订单，共有25
万元。”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才伟微笑着

告诉记者，今年该公司灵芝系列产
品畅销广东、贵州、云南、福建、四
川等省份，年产值可望突破 3000
万元。

与林才伟一起收获订单的儋

州农产品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数不少。儋州市农委主任吴启
养介绍，冬交会首日，儋州农产品
签订的购销合同总金额达 1.78 亿
元。

冬交会首日收获多笔大单

冬交会上，儋州的农产品为什么
“吸睛”又“吸金”？

“品牌农业的根本支撑是过硬的
质量。”吴启养一语中的。他介绍，儋
州着力构建农产品全流程可追溯系
统，形成三级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迈

出了推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向品牌
农业发展的“标准步伐”。

儋州市农委汇总数据显示：儋州
已在枝根坡等5个农产品基地建成
3G系统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在排浦华
头坡等19个基地建田头质量安全综

合服务站，在南丰镇头佑村等5个冬
季瓜菜重点村成立了监管点，在富克
坡等5个大的基地和收购点设立了检
测点。今年以来，儋州共完成蔬菜农
残抽检2950批次，抽检全部合格。

由于产品质量有保障，截至目前，

儋州已被核准地理标志商标的农产品
有“儋州鸡”“儋州蜜柚”“儋州黄皮”“儋
州红鱼”“光村沙虫”“儋州绿壳鸡蛋”“儋
州跑海鸭蛋”“儋州香芋”共8个品牌，其
地理标志商标数量居全省榜首，占全省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总量的1/4。

品牌农业迈出“标准步伐”

今天，恒大集团旗下企业与儋州
签订了建设现代农业小镇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投资额达100亿元。项
目建设内容为：恒大（儋州）现代农业
小镇发展有限公司在儋州建设国际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展示区、现代农业
生产示范区、休闲观光农业区、农产
品加工物流区、国际现代农业交流合

作平台以及田园综合体的综合开发。
事实上，像这样对农业进行立体

开发，儋州正在广泛兴起。儋州市发
改委主任冯仲山说，儋州天香木兰产
业园、雪茄加工、海南国际热带苗木
花卉基地及苗木花卉交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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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在建的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总投资达
191.4亿元。

据了解，儋州市财政连年预算品
牌农业专项资金2000万元，支持农
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创立品牌。儋州
市政府已出台品牌农业创建奖励办
法，对获得中国名牌农产品的，奖励

50万元。此举为儋州农产品不断打
造“升级版”注入了活力。

谈及如何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儋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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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本期热点

2018年第十三届环海
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在
儋州举行，这是儋州首次成
为环岛赛“东道主”。这个赛
事注重体育赛事与旅游融合
发展，包括专业竞技、业余挑
战、休闲旅游、文化表演、家
庭亲子等各类活动，既有利
于提升环岛赛的专业赛事质
量，又有助于普及全民健
身。目前，儋州正在加紧筹
备赛事。

图为日前骑手们在儋州
云月湖公园附近骑行。

文/本报记者 易宗平
图/特约记者 吴文生

儋州明年将成为
自行车环岛赛“东道主”

儋州开展
交通大整顿行动
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本报那大1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邓礼华）“请走非机动车道”“慢点走，请小心行
驶”……日前，在儋州市那大城区繁忙的中兴大街
等路段，交警和志愿者不厌其烦地提醒行人和电
动车骑行者注意交通安全。该市开展交通大整顿
行动，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连日来，该市向广大驾驶员及市民群众发
放数万份宣传资料，广泛宣传超速、超载、酒
驾、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
线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相关法律规定，
热情解答群众提出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问
题，并对行人和车辆的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劝导。

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市每天出动警力100余人次、志愿者30人余次，
在那大城区交通要道值守。对于不少电动车主习
惯于走机动车道、闯红灯等行为，儋州交警和志愿
者耐心劝导。

儋州中小学生
参与禁毒知识竞赛

本报那大1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符发智）点击鼠标，在线答题。近段时间，儋州
市近8万名名学生积极参与“2017年全国青少年
禁毒知识竞赛”网络复赛。

据了解，儋州市教育局精心组织，在校级初赛
的基础上，通过进度通报、参赛现场展示、微信群

“晒成绩单”、专人跟进督办等方式，有序推进网络
复赛，实现参赛学校全覆盖，提高学生参与率。此
次竞赛时间，从11月1日至12月15日，全市将有
近8万名中小学生参赛。

数
读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