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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读懂海南

■ 张成林

日前，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口复
兴城互联网园区调研座谈，在谈到创
新创业时，他深情回忆起之前在琼海
乡间农家乐邂逅几位创业青年的情
景。他牵挂地说，不知道这几个青年
人现在创业怎么样？随后，一场特别
寻人活动展开了。广大创新创业者在
海南工作怎样？他们的精彩故事引起
社会关注。（12月20日《南海网》）

这场寻人活动耐人寻味！只是之
前的一次偶然邂逅，现在依然清晰记

得，如果不是深情系之，又怎能记忆
如此深刻？这一动人细节透露出省
委书记对创业青年的深深牵挂。事
实上，对创业小哥的关心与关怀，背
后体现的更是对坚守海南的广大创
新创业青年群体的关注与关切。创
业小哥，你们在哪里，现在创业怎
样？在新闻媒体的带动下，社会的聚
光灯打向了坚守海南的创新创业
者。这样的一场特别活动，为何得到
广泛关注，因为它牵动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公众情愫。

从更深一层看，对创新创业青
年的关怀，展现的更是对海南创新
创业环境的深深牵挂。就创新创业
来看，其成效的取得，固然需要青年

们不畏艰难、敢拼敢为的勇气与努
力，同样需要一个多元包容、便捷高
效的外部环境。而看看我们所身处
的海南——“五网”基础设施渐趋完
善、互联网小镇加快推进、各类创业
园区逐步兴起……可以说，当前的
海南正朝着创新创业的美好天堂奋
力迈进。环境的改善，究竟给创新
创业者带来怎样的便利？我们迫切
需要通过广大青年的创业实践进行
有效验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
重视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而对海
南而言，这一指示要求显得尤为重
要。众所周知，海南是生态省，生态
环境得天独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这一特性赋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天然优势。一方面，海南特有的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为青年们创新创
业提供了理想环境；另一方面，创新
创业的广泛开展，可有效带动经济结
构的转型升级，这对于呵护海南发展
的“最大本钱”无疑大有裨益。这样
的互利共赢关系决定了我们必须不
遗余力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再说，人才短缺一直是海南面临
的一大短板。而广大创新创业者正
是一群有想法、有激情、有干劲的有
志青年。他们给海南带来的，不仅是
创意、理念，更是朝气、活力。就当前
来看，无论是全域旅游，还是“百镇千
村”，抑或“互联网+”，各项工作的推

进，都需要创新创业者用创意去打
磨、用智慧去塑造，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因此，我们要用温馨舒适
的环境吸引人、留住人，为青年们营
造“破茧成蝶”的机会，用他们的热情
推动海南的发展。

由此可见，对创业青年的深切
关注，折射的正是对海南发展环境
不断变好的深深期待。我们希望，
在寻访创新创业故事过程中，海南
的创新创业环境能够得到充分检
验，不足之处能够得到及时修正；也
希望类似的贴心暖心之举能够在我
省不断上演，从而为海南发展筑实
温情、人文底色。

让更多创业青年梦圆海南 乡村振兴
需要科技助力
■ 方问禹

连日来，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王一成先进事
迹经媒体报道后，在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起
了很大反响。王一成扎根养殖业生产一线数十
年，成为“浙江猪病防治第一人”，展现了一名科技
工作者的事业追求和人生价值。

长期以来，科技人员在农村种养殖业发展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
篇题为《抢财神——河南农村见闻》的报道就描述
了河南省棉农“争抢”技术人员的情景，反映了科
技工作者在农业技术领域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
村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更需科技人员的助力。
一些乡村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创新销售方式、适度
规模经营等实现脱贫致富，也都少不了科技工作
的带动。

广袤的乡村需要更多像王一成这样的科技人
员，服务于农村基层和农业生产一线，促进科技与
农业的紧密结合；同时，用生产实践助推科技进
步，亦是科技人员实现自身价值、提升学术能力的
重要途径。

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科技人员
队伍，离不开“王一成”们的加入，更需要政府部门统
筹和引导，鼓励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解决
农业生产实际问题，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以浙江为例，自2003年试点后全面推开“科
技特派员”工作以来，科技人员为推动当地农业现
代化、农民持续增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出了巨
大贡献。

当地一些地方探索给下乡科技人员政策松
绑，在人事关系、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
大力支持，甚至允许他们“兼职取酬”，以促进农业
技术贴近生产一线。

今年，浙江继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提出在
未来三年培育 100 个科技特派员创业服务示范
基地，让科技人员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发挥更
大的作用。

网上约车、购物、叫外卖、导航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手机
APP带来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你
的微信昵称、头像、位置、通讯录、电
子邮箱信息、QQ账号密码，甚至身
份证号码、银行账户等都“祼奔”在
互联网海量的“大数据”当中。

日渐增多的APP应用，给我们
带来了指尖上的便利，然而，没想
到，上网即意味着信息“裸奔”。试
想，有多少眼睛在APP背后盯着我
们的个人信息，又有多少人在非法

使用着我们的个人信息？在享受
APP便利的同时，我们竟然成了

“透明人”，实在让人后怕。我们希
望法律、监管、技术共同发力，切实
解决移动互联时代的这一大漏洞，
让上网更安全便利。这正是：

手机应用客户端，
信息裸奔谁来管？
移动互联大趋势，
方便安全要相兼。

（图/王铎 文/张成林）

信息“裸奔”谁来管

@新华微评：别把开会当落实。
层层开会，级级表态，一些单位以会议
落实会议，甚至不开会就不会开展工
作，患上“会议依赖症”。必要的会得
开，但开会开到没时间干事，岂非本末
倒置？开展工作关键在落实。摆脱文
山会海，就得创新工作方式，把实干标
准立起来，一切围绕做实事、求实效来
运转。

@人民日报：游客投诉真无效？
嫌游客消费低购物少，云南导游怒骂
游客。旅游事故频现，已让人审丑疲
劳。这样的导游败坏风景，吓跑游客，
也让旅游业蒙羞。不清理害群之马，
风景再美也会黯然失色；不从源头治
理，再用心的形象修复也会毁于一
旦。涉事导游称“不要以为投诉就有
效”，把球踢给监管部门，且看监管人
员如何接招。

@法制网：给电动车找个安全窝
就是给居民装把安全锁。12月13日，
朝阳十八里店一村民自建房里，两辆
电动自行车起火致5死9伤的惨剧，再
一次警醒我们，排除安全隐患一刻都
不能松懈，要细致入微排查、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不能留有任何安全隐患
死角。以此为鉴，给小区里的电动车
找个安全的存放地，同时规范充电设
备，是当务之急。 （张 辑）

■ 侯小健

市区开车乱鸣笛，罚你没商量！据
海口市交警支队提供的数据显示，自市
区各路段新装鸣笛抓拍设备以来，共抓
拍到2619条违法行为，这说明乱鸣笛现
象依然较为普遍。市区开车乱鸣笛，对
司机来说，只是个随手小动作，可对他
人而言，却是噪音污染，甚至因惊吓、分
神还易引起交通混乱，危及生命安全。
显然，这是一种交通陋习，理当严管。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的交
通陋习并不鲜见，如机动车随意变道、
开车玩手机打电话、不系安全带、不戴
头盔、不礼让斑马线、滥用远光灯等；
再如行人随意翻越护栏、非机动车逆
向行驶、乱闯红灯等。一个人的不良
习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不
仅损害社会公德，还威胁公共安全，交
通陋习可谓危害极大。也正因此，人
们对各类交通陋习深恶痛绝。

眼下，我们已进入汽车社会和文明
时代，然而，一些公民的思想观念并没
有与时代同步，往往还是习惯用过去的
固有思维处理事情，不管是法治意识，

还是公共意识，抑或文明意识，都有所
欠缺，也就导致了各类交通陋习的层出
不穷。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开展社会文
明大行动，目的正是为了补齐社会文明
短板，提升民众文明意识。我们要积极
配合，自觉摒弃各类陋习。

革除交通陋习，培养文明意识，并
非一蹴而就，需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一方面，要强化交通执法，减少处罚的
选择性、随意性，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通过长时段的严格管理，
倒逼广大市民形成文明自觉。另一方
面，要加大文明出行的宣传力度，利用
各种方式广泛宣传交通法规和交通文
明，大力营造人人讲文明、守规则的良
好氛围，让文明观念深入人心。

当前，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
多，个人的出行文明与否，直接关系到
整个交通的便利与否。基于此，我们
需要一个彼此尊重、规范有序的公共
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明出行理
应成为汽车时代的必修课。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每个
人都应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加强文
明自律，严格约束自我，自觉摒弃交通
陋习，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习惯，成为
一种风尚，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安全、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让文明出行成为社会风尚

专题 关注儋州农业品牌系列之儋州红鱼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张苏民 美编：张昕

“叶老板，急求20吨鲜红鱼啊！”
“叶总，去年的鲜红鱼市场反馈很好，
今年再定40吨！”

……
自从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叶生慧主要专营儋州红鱼销售
运作以来，咨询和下单的客户电话陆
续不绝，尤其最近红鱼丰产期，过年

临近，下单客户能把电话打到爆。“批
发的客户很多，东北三省以及山东、
四川、河南、湖南等地的客户都非常
认可我们海南儋州的红鱼，产品一直
供不应求。”

时值年底，在儋州创华实业有限
公司，每天都会有三五个新老客户过
来洽谈业务、聊聊家常。

“我和儋州创华已有十年交情，很
信任这家公司的产品，同时公司的创始
人和负责人都很实在、重信誉、人品好，
大家早都是朋友了！”天津广兴商贸中
心负责人崔贵兴这段时间正好在儋州
收购海产品。他说他从儋州创华实业
有限公司创建之初就一直合作到现在。

“儋州红鱼在我们那儿很受欢迎，

可谓是海南的一张名片了！”崔贵兴
说，这几年他亲眼见证了儋州红鱼的
快速发展，不论从规模到产品结构以
及深加工，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海南
周边海水环境好，海产品绿色天然、无
污染，非常受食客的青睐。”崔贵兴坦
言，“我在儋州创华每年都有几千万元
的业务订单，这里是我业务的首选！”

畅销国内市场甚至远销国外

儋州红鱼：“游”出北部湾美名扬

红鱼，一种有颜值、口
味鲜、彩头好的美味海
鲜。一直以来，在我国南
海的辽阔海域尤其是北部
湾渔场，总能看到它们的
身影。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
期，儋州红鱼在琼岛极负
盛名。今天，随着通信、物
流、电子商务等产业的繁
荣，儋州红鱼早已“遨游”
出岛，畅销广东、福建、辽
宁等国内多数省市区，甚
至远销日本、韩国，乃至欧
美部分国家，成为儋州乃
至海南的著名特产之一。

菜品里的百搭“红人”

儋州的西北面为北部湾海域，盛产红鱼，儋州
渔民每年捕获的红鱼数量极多。

红鱼肉质极佳，色白味甜，蒸熏烤炸皆适宜。
据有关报道，红鱼肌肉中脂类含量低，属高蛋白低
脂肪、低比能值鱼类。而其个体长得较大，肉厚刺
少，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因而被列为优质海产鱼
类，是著名的海鲜美食。

儋州红鱼晒干后可制作多种美食，不仅可单
独成菜，它与不同食品搭配，还可制成各具风味的
美味佳肴。比如可做成清蒸红鱼五花肉（即红鱼
戏五花）、“红鱼山猪缘”（即红鱼炖山猪肉）、红鱼
木瓜汤、香煎红鱼干，还有红鱼粥、红鱼饭等美
食。这为延伸红鱼产业链提供了契机。

经过腌制的儋州“红鱼粽”更是别有风味。红
鱼粽——又称红鱼筒，是一种酶香鱼，是儋州著名
的风味腌制品，深受东南亚消费者和广大游客喜
爱的佐餐上品。红鱼粽制作工艺精巧，一般选每
条4公斤以内的新鲜红鱼，海水洗净，再用小木棍
从鱼口直插到内脏加盐，至鱼肚饱涨为止。再将
红鱼平排放在鱼池或鱼桶里，层层码盐，最上层以
大石堆压。“淡口红鱼粽”腌制5天—7天，“咸口红
鱼粽”腌9天—10天后取鱼，抽出鱼腮和内脏，并
去鱼鳞，用清水洗三次，将草纸塞进鱼口中，用白
纸薄片装盘，加少许猪肉片、姜丝下锅蒸熟。

春节的脚步近了，年味也开始浓了起来。作
为必备年货的红鱼已经不再仅仅是儋州人餐桌上
的佳品，它开始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发往海外。
而它吉祥的寓意“鸿运当头，年年有鱼”让食客们
享受美味的同时，对未来充满了期盼的希望。

在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天然晾
晒场里，一排排红鱼干正在阳光下享
受“自然SPA”，浓缩绝佳美味。

叶生慧说：“红鱼干的销售旺季，
一般都在年底。这批刚晒好的两吨红
鱼干已经被外地客商早早订走了。”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7年，经营范围涵盖收购、加工、冷
冻、仓储、进出口贸易，技术力量雄
厚。项目经营上主要采取“公司+基
地+渔民”的形式，在白马井镇建立自

己的原料收购销售和供应基地，进行
渔产品的销售及加工。

公司支持100多条渔船出海捕捞
作业，并与其建立起购销关系，保证货
源充足。公司的主要产品红鱼、裙带、
马头鱼、金线鱼、石斑鱼、鲳鱼、虾、墨鱼
等冷冻海洋产品常年销往上海、苏州、
南京、鞍山、大连、山东等国内各大城
市，同时还代理服务供应韩国、日本。

2012年起，公司加强了产品品牌
建设，有效利用儋州丰富的渔业资源

和民间传统特色产品打造“儋州红鱼”
和以“白马湾”为注册商标的一系列海
洋产品，并且在三亚、海口、儋州开设
儋州红鱼专卖体验店。

随着儋州红鱼产品在省内外市场
的畅销，具有多重比较优势的儋州红
鱼产业，正在做大做强，不断发挥规模
经济效应。

“我们一直坚持不断地完善管理
和开发更多的健康绿色海洋食品供
应市场，方便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叶生慧认为，依靠科技，红鱼产业大
有可为，目前正在研究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开发多个产品，在满足各方消费
者不同需求的基础上，促进产业链纵
横延伸。

目前，“儋州咸鱼”产业正在抓住
“休闲渔业项目”和“港湾建设”等机
遇，推动产业融合，用先进的经营理
念，使咸鱼产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
在产业兼容互动中打响“儋州红鱼”
品牌。

从地方产品到全国性产品 | 红鱼游进千家万户

从鲜鱼到加工 | 儋州红鱼效益多元化

儋州白马井渔港，渔民抬鱼上岸。 平宗 摄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称量红鱼。 平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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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晒红鱼。 舒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