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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观察
■ 易宗平

一度荒弃的盐碱地，因为用蚯蚓
有机肥进行改造，重新实现稳产高
产。原来污染严重的养猪场，因为有
机肥厂转化粪污实现循环利用，产生
极大效益。这是儋州循环农业系列
新亮点，彰显其着力推进绿色发展的
新取向。

循环农业是大势所趋。党的十

九大报告多次提到，“推进绿色发展”
“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
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体系”“实现生产系统和生
活系统循环链接”。可见，儋州多举
措推进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符
合绿色发展方向，更应把步子迈得更
大更快一些。

循环农业能循环生金。与传统
农业相比，发展循环农业收益更

高。儋州的海南振风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产品的附加值大为提
升，猪肉在国内市场最高卖到 60
元/斤，用有机肥种植的蔬菜比普
通蔬菜贵一倍以上。这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经济利益，对相关产业发
展是很好的导向。

变废为宝，循环生金。值得预期
的是，推行生态养殖大循环、种养结
合中循环、自我消纳小循环模式，将
为儋州着力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示范市注入全新动力与活力。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李珂

高大的橡胶林下，一畦畦田垄顺
着树林的行列延伸。这是海南大学儋
州校区农科基地的橡胶林下蚯蚓养殖
项目，由一群年轻创业者组建的“星农
夫”经济实体进行运营。

“蚯蚓养殖场是生态环保农业的
新亮点。”今天，“星农夫”经济实体负
责人苏剑程兴奋地说，他们实施的这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依托海南大
学科技优势，正拓展更多的蚯蚓养殖
场，用蚯蚓有机肥改造盐碱地，重新实
现稳产高产。

不仅仅是蚯蚓，肥猪也是有机肥
生产者。

走近掩映于绿油油的瓜菜间的一
排排猪圈，没有传统猪场那样的臭
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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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用猪粪加工有

机肥。公司董事长胡来源透露，2017
年出栏肉猪2万多头、猪苗约8000
头。为了科学处理猪粪，公司建起了
一座年生产5万吨的有机肥厂。

规模化的有机肥厂是如何运行的
呢？

胡来源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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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超过4000万元。

“循环农业不仅保护生态，其产品
附加值也大为提升。”胡来源自豪地说，
他们基地生产的猪肉，在国内市场畅
销，最高卖到60元/斤；用有机肥种植的
蔬菜，售价比普通蔬菜贵一倍以上。

作为全省农业大市，儋州市畜禽
养殖粪污量很大。市畜牧局统计数据
显示：根据相关畜禽养殖换算标准，
2017年全市存栏量相当于108万头
猪单位，年粪污排放量约208万吨。

对这些粪污该怎样处理？儋州市
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张学刚介绍，该市
多举措推进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
用：一是落实畜禽养殖污染监管制

度。2017年以来对全市64家大中型
猪场污染治理现场检查指导，并责令
相关企业限期整改。二是推进畜牧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2013年以来，该市
利用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畜牧业
转型省级资金、有机肥厂扶持资金，共
计3618万元，带动企业投资1.3亿元，
用于规模猪场污染治理设施改造。目

前已完成17家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
场转型改造升级，建成 3家有机肥
厂。三是落实用地情况。2016年全
市调整规模猪场占用林地1040亩，
2017年落实环保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土地526.146亩，其中70亩用于有机
废弃物及无害化处理建设项目。

谈及“十三五”期间的畜禽养殖粪

污资源化利用，张学刚表示，建立生态
养殖大循环、种养结合中循环、自我消
纳小循环模式，确保2020年末全市规
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90%以上的目标，使儋州循环农业
全面迈出一体化标准化步伐。

（本报那大1月3日电）

着力推行生态养殖大循环、种养结合中循环、自我消纳小循环模式

儋州巧念“循环经”生态农业正当时

变废为宝，循环生金

10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 展示“沙与海”相融魅力

首届中国（银川·儋州）城际旅游博览会落幕

儋州旅游迎来“开门红”
元旦小长假“吸金”近4000万元

本报那大1月3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卜颖）记者今天从儋州市相关部门获悉，2018年
元旦小长假期间，儋州共接待游客8.82万人次、
同比增长16.2%，实现旅游收入3948.12万元、同
比增长17.49%。

据了解，2018年元旦假日期间，儋州旅游市
场火爆，在于两大动因：

各类文体活动持续开展。随着2017年第五
届海南（儋州）光村雪茄文化节、2017首届中国
（银川·儋州）城际旅游博览会、第五届海南乡村旅
游文化节暨首届北部湾（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等
各类活动的举办，以及参与省内外各类活动进行
宣传，大大增加了儋州与外界之间的交流，扩大了

“千年古郡、魅力儋州”的影响力。
自由出行方式引领周边旅游。元旦期间，儋

州游客中，选择自己组织出游者居多。美食、自然
风景、名胜古迹、主题公园等是自由行游客最感兴
趣的目的地。自由行游客以中短途自驾为主，城
市周边乡村休闲度假游更受青睐。

洋浦去年发放联排房
安置费2160万余元
受益群众共822户

本报洋浦1月3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毛华丰 麦彦礼）记者今天
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2017
年，洋浦累计为联排房822户搬迁安
置居民发放安置费共计2160万余元。

据了解，2017年洋浦为春鸣、共
鸣社区搬迁安置居民发放的安置费，
主要包括生活补助和交通补助，每人
每月300元，其中生活费累计发放长
达30年，交通费累计发放长达10年。

洋浦发布首批
不见面审批事项253项

本报洋浦1月3日电（记者易宗平）日前，洋
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发布第一批全流程互联网

“不见面审批”事项目录，共计253项。
据了解，洋浦此次发布的“不见面审批”事项

目录，涉及多个领域。其中，洋浦财政局发布的目
录，有设立代理记账机构的审批；洋浦干冲区办事
处发布的目录，有一孩《生育服务证》登记、二孩
《生育服务证》登记等；洋浦规划局发布的目录，有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等；洋浦生
态环境保护局发布的目录，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许可、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洋浦经发局发布的目
录，有设立典当行许可初审、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
许可初审等；洋浦就业局发布的目录，有求职登
记、失业登记、培训申报、职称考试报名受理、本地
大中专毕业生报到等。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一叠叠崭新的钞票，堆满了长长
的桌台。贫困户村民们排着队，从土糖
企业负责人手中接过分红现金，不时迸
发出一阵欢声笑语。这是2017年12
月31日，儋州市白马井镇学兰村土糖
产业分红的热烈场景。

“今天我领到了6000元分红款，
12月1日领到了5000元。土糖产业，
让我们的生活甜起来了。”白马井镇学
兰村村民唐着旺感慨地告诉记者。据
了解，当天该镇共有223户贫困户依靠
土糖产业领到分红32.8万元，再加上
12月1日的分红，两次共计43.3万元。

唐着旺说，近年来甘蔗价格太低，
平时打零工收入也不稳定，供给3个
孩子上学，一年下来入不敷出。转机
从2017年9月开始。被列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唐着旺，用政府扶持的2

万元扶贫资金加入村里的吴氏糖寮。
作为吴氏糖寮第五代传承人，吴

小健一直坚持用祖传技艺制糖。
2016年底至2017年初的榨季，该糖
寮实现销售收入300多万元。已有
17年党龄的吴小健说：“我自己富了，
还要带着更多贫困村民一起富起来。”

白马井镇党委副书记郑书传说，
在儋州市委组织部、白马井镇党委镇政
府推动下，2016年11月，通过对吴氏
糖寮进行股份制改造，学兰村招商成立
了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司，引进新设
备，糖寮生产加工得以提档升级。

郑书传介绍，海南忆家食品有限
公司通过扶贫资金托管，从产业、就
业、保障三方面采取土糖产业扶贫新
模式。在产业扶贫上，以短期投资

“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形式投资给企
业经营，带动2类贫困户脱贫：第一
类是2017年计划脱贫户21户，每户

投资产业扶贫资金2万元共42万元；
第二类是巩固提升户223户1086人，
投资扶贫产业发展资金126万元。贫
困户均可按年获得“本金+盈利”的分
红。在就业扶贫上，该公司提供贫困
户就业岗位 60个，工资 2000 元至

6000元不等，工作时间5个月以上，
根据工作量有加班补助。在保障扶贫
上，2018年至2020年，该公司每年提
供不低于5万元的保障资金，用于帮
扶贫困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需求。

（本报那大1月3日电）

爱心企业向临高
多文学校捐资助学

本报临城1月3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翁滔）近日，由海南文芳智
能农旅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组成
的爱·传递助学会走进临高县多文镇
多文学校，开展爱心捐赠活动，捐赠了
一批立式空调、阅览书柜、图书等物品
以及活动奖金。

据悉，爱·传递助学会是由海南文
芳智能农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南
千州行勘测工程有限公司、海南三和
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海
南众诚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海南泓
昱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的
扶贫助学平台，将在每个学期表彰在
岗位上表现优秀的老师，资助家庭困
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同时鼓励在其他
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

在2017年8月8日，海南文芳智能
农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家香向临高
县教育基金会引进助学金600万元用于
临高教育公益事业。其中一部分款项用
于资助一批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另一部
分款项则用于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昌江与4家企业
达成投资额590亿元合作

本报石碌1月3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记者近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府获悉，
正值成立民族自治县30周年之际，昌江分别与来
自省内外的四家企业就旧城改造、艺术小镇建设、
共享农庄打造及带状公园建设等项目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协议投资总额达590亿元。

据悉，昌江县政府分别与四家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的项目包括了石碌镇旧城（棚户区）改造项
目、海南文新特综合开发项目、棋子湾文化艺术小
镇项目及青旅共享农庄项目四个项目，其中青旅
共享农庄项目协议投资额达到300亿元，是签约
数额最大的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显示，青旅国际旅游投资（北京）有
限公司计划在昌江海尾片区建设约20公里长的黄金
海岸带状公园，同时开展共享农庄建设，带动不少于
2000户农户。此外还将结合海尾湿地公园和昌化
江、珠碧江入海口打造两个入海口红树林公园，并在
沙地村、大安村和长山村打造两片区的美丽乡村特色
农业观光旅游景区，最终将海尾片区打造成海南乃至
全国最美落日海滩和海南岛西部旅游目的地。

本报那大1月3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李珂）今天，首届中国（银川·
儋州）城际旅游博览会在儋州市那大镇
夏日广场落幕。宁夏、内蒙古、甘肃、海
南等地10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数
百种特色旅游商品、特色美食品鉴精彩
上演。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更是
展示出“沙与海”相融的魅力。

据了解，首届中国（银川·儋州）城
际旅游博览会有三大亮点：一是突出

特色。通过举办儋州和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旅游及特色商品展示、特色
风情文化节目展演、“品酒鉴银川”红
酒推介会等活动，展示两市独特的旅
游资源。二是深度交流。举办了首届
中国（银川·儋州）城际旅游博览会主
题论坛，就两市在文化旅游方面的共
性与差异、发展全域旅游、实现联动发
展等方面展开对话。三是辐射周边。
主办方还邀请了宁夏、甘肃、内蒙古等

省区的多个市县，以及海南西部旅游
联盟的8市县参与，在更大范围内推
动旅游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2017年12月29日，在儋州分别
举行了首届银川·儋州城际合作论坛
和城市形象及旅游资源推介会。在城
际合作论坛上，相关专家学者围绕“旅
游差异化发展合作”主题，分别作了精
彩演讲与互动。他们建议在更高层
次、更广领域实现两地旅游产业的合

作与共赢，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在城市形象及旅游资源推介
会上，儋州、银川和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旅游部门以及相关旅游企业，分别作
了城市旅游资源、企业形象推介。

儋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与银川
市体育旅游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今后就旅游资源互相推介，以及旅游
旺季、淡季互补等方面，将开展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

儋州白马井镇223户贫困户获分红43.3万元

“土糖产业，让我们的生活甜起来了”

加快“银河公园”建设
提高城市品位

近日，在儋州市城区内银河
公园项目的松涛水库水利渠道部
分渠段，工人们在加强河岸两边
的建设，已经建设完工的渠段风
景优美，已经成了儋州市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随着儋州市银河公园项目的
推进，儋州市城区城市品位得到
极大提高。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二中院成功调解
一标的额逾千万元案件

本报那大1月3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曹荣
刚 罗凤灵）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该院近日成功调解一起争议标的额逾千万元的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再审案件。

2008年7月，白沙某投资公司将该县的污水
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首期工程发包给广东某建
筑公司承建。广东某建筑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黄
某民施工。之后，黄某民又将污水处理厂的土建工
程部分分包给陈某全施工。2010年12月，该工程
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事后，因工程造价等原因产
生矛盾。陈某全要求广东某建筑公司与白沙某投资
公司按照实际工程造价支付一千余万元剩余工程
款，协商无效遂起诉至法院。该案前后历经一审、二
审、再审复查，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主审法官
认真研判了卷宗材料，决定着重以调解的方式妥
善处理此案。为缓和各方当事人矛盾、全面了解
案情，法官到工地现场走访了解情况，通过多种途
径与各方当事人沟通协调。功夫不负有心人，开
庭审理当天，各方当事人均有调解的意向且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经过十余个回合的调
解，各方当事人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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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市调整规模猪场占用
林地1040亩

2017年落实环保循环经济产业
园区土地526.146亩，其中70亩用于
有机废弃物及无害化处理建设项目

2017年以来对全
市64家大中型猪
场污染治理现场检
查指导，并责令相
关企业限期整改

2013年以来投入资金3618万元，带动企业

投资1.3亿元，用于规模猪场污染治理设施改造

目前已完成 17家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

转型改造升级，建成3家有机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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