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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陈丕衡

高大的重型卡车缓缓发动，新鲜
的瓜果蔬菜被一一打包装车，踏上了
漫漫“离乡路”；来自岛外的上千台智
能家电在此中转，被运送至一户户城
镇、乡村家庭中……1月31日下午，记
者在位于金马物流中心的京东（海南）
运营中心看到，占地5.2万平方米的4
栋建筑内，年轻的工人们正忙碌地装
卸商品，为即将到来的“年货节”预热。

“突出的区位优势、‘给力’的招商
政策，都是京东选择落户金马物流中
心的关键因素。”京东（海南）运营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东在坚持建设自
有物流体系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带动
本地部分物流企业走上集系统化、信
息化、仓储现代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产
业道路，助推金马物流中心乃至海南
的现代物流业进一步提质升级。

记者了解到，2017年，金马物流
中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7亿
元，共实现产值24.7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了7.9%和 16.1%。园区全年共
新增苏宁海南电商运营中心、美亚智
慧物流园和海南国际农产品冷链物流
园等 9个签约项目，签约金额达到
32.92亿元；新增京东海南区域总部、
新加坡丰树（澄迈）物流综合产业园等
20个储备项目，计划总投资额约为
65.68亿元。

如何做到“吸睛”又“吸金”，金马
物流中心自有诀窍。这座紧邻环岛
高铁、高速路和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海口综合保税区，处在海南西部
工业经济走廊重要位置的园区，自
2011年启动建设起，便重点借助自
身区位和本地政策、资源优势，着力
创建现代物流服务业集群。除了利
用各项政策外，去年，该中心管委会
还成立了项目跟踪小组，让每个班子
成员分管3个至5个项目，推动园区
征地等工作加快落实。据统计，园区

全年共完成2098亩土地收储工作，
同比增长66%。

如今，现代物流业已被列入我省
十二个重点产业，其发展水平成为反
映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标
志之一。省交通物流协会会长冯学词
曾指出，现代物流业推进商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融为一体，相较于传统
物流业，在体制、机制、服务网络、服务
标准等方面实现质的飞跃。

而在金马物流中心管委会负责人
看来，园区日益壮大的现代物流业，也
给电商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带来了新的
机遇，“2018年，澄迈计划邀请美国一
家业界顶尖的咨询公司，对园区的总
体规划、产业布局进行高规格、高标准
设计，力求在现代物流业的产业基础
上，充分实现产业规划和多规合一的
空间规划相结合，推动新业态的萌发
和茁壮成长。”

“以农产品加工为例，今年澄迈县
将在金马物流中心规划建设农产品加
工区，着力打造果蔬加工及饮料、海
（水）产品加工产业集群。”金马物流中
心管委会负责人认为，这是澄迈重点
关注品牌农产品打造及产业链延伸拓
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

“要调优做强园区经济，决不能‘种一
茬割一茬’，必须坚持规划先行，提高
土地利用的‘门槛’，算好‘发展账’。”

翻开金马物流中心的发展账本，
一条条工作目标已清晰可见：2018
年，园区力争新增储备项目28个，新
增引进签约项目 10 个；力争完成
2000亩土地的收储，一横路西段全线
竣工……各项数据显示出，这座入驻
项目超过32个，总投资金额超过63.1
亿元的园区，正一步步迈向属于它的

“流金时代”。
（本报金江2月1日电）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澄迈动态去年实现产值逾24亿元，今年将重点调优做强现代物流、电商和农产品加工业

金马物流中心迈向“流金时代” 去年全县瓜菜农药残留检测
合格率达99.94%

88%以上农产品
做到有标识可追溯

本报金江2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陈文苋）记者从澄迈县日前召开的全县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上获悉，2017年澄迈县
瓜菜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达99.94%，全县88%
以上农产品做到有标识可追溯，禁用农药100%
实现追溯查处，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件。

会议指出，2018年，澄迈县将继续完善农
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检测检验工作，巩固
好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级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等创建成果，使该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再
上新台阶。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各部门、乡镇
要准确把握2018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要求，
明确2018年农业执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责任，重点关
注产地检测，严把品质关；全面提升标准化生产
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提高突发事件预警和处
理水平。

澄迈发布志愿者“招募令”
将参与“暖冬行动”等6项活动

本报金江2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任富杰）记者今天从共青团澄迈县委了解到，澄迈
已于日前面向广大社会群众，发布志愿者“招募
令”，通过选拔的志愿者可参与春运“暖冬行动”等
6项志愿服务活动。

共青团澄迈县委提醒，应征志愿者年龄需在
16周岁至50周岁之间，需有奉献精神、热爱志愿
服务工作，有志愿服务经历者优先。本次春节志
愿服务包括安排志愿者在澄迈部分汽车站、高铁
站开展引导咨询、秩序维护、应急救援，在福山咖
啡文化风情小镇等景点开展义务讲解、旅游宣
传，以及进行爱心义剪、义诊服务和烹制“爱心年
夜饭”等。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7年12月底，依托“志
愿海南”网站，澄迈全县共注册志愿服务团体266
个，志愿者25510人，区域上涵盖机关、学校、乡
镇、农村、企业等，功能上涉及旅游、交通、社区服
务、禁毒宣传、网络文明等，初步形成了纵向层级
化、横向功能化的组织格局。2016年至今，澄迈
全县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累计
36850余次。

本报金江2月1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汪文静）近日，第三届全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经验交流会
暨2017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优秀
城市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澄迈县荣获

“2017全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县”称
号，与海口市、三亚市共登“光荣榜”。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澄迈县深
入推进“平安澄迈”“法治澄迈”建设，
各项工作均取得新进展和新成效，已
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优秀市县。

2017年8月至12月底，澄迈县
各类案件发案率大幅下降，其中刑事

警情日平均发生0.91起，同比下降
61.1%；治安警情平均4.8起，同比下
降9.2%。“值得一提的是，同期全县

‘两抢’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56.3%。”
澄迈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指出，2017年
澄迈已实现日接警量、刑事案件发案
数“双下降”，刑事案件“零发案”天数
明显上升，全年达148天。

澄迈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澄迈全县已组建16支镇级、196支
村级共计212支2570人的群防群治
队伍，实现镇、村群防群治队伍覆盖
率两个“100%”；2016年，澄迈县与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在

县内建立起律师参与接访、化解矛盾
纠纷常态化机制，将信访问题引入法
治轨道解决，切实推进信访事项访诉
分离；2017年共投入600万元资金建
立仁兴新生戒毒康复产业园，可容纳
50名戒毒康复学员劳动康复并给予
其工资、分红。

近两年来，澄迈先后共投入公安
信息化建设经费近6000万元，建设
了723个全数字高清监控系统和63
道治安卡口系统、汽车站等人员管控
前端系统，同时不断优化公安网络，
并购置无人机等警用设备，使高清数
字监控网覆盖到每个行政镇、墟所在

区域。同时，澄迈县公安局结合群防
群治工作，利用视频监控及时发现和
处理各类警情319起，抓获各类现行
违法犯罪人员296名，化解现行纠纷
181起，使群众力量和科技力量有机
结合，以“民力无穷”成功破解了“警
力有限”难题，强化了对社会治安的
综合管控。

澄迈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获
得此次荣誉后，澄迈县将进一步提高
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
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为扛起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澄迈担当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李健

在澄迈县金江镇，有一个当地村
民眼中的“怪人”。

“当医生多好，收入稳定还不用
风吹日晒，当农民就太辛苦了。”金江
镇黄琼村村民王恩胜口中的这个“怪
人”叫王恩武，他放下听诊器，拿起镰
刀和锄头，从医生转行做了农民。

“我当农民可不是简简单单地种
地，而是要把我种植的牛大力发展成
一个品牌产业，带动更多人一起发
展。”作为一名新型职业农民，王恩武
有自己的抱负。

1月29日，记者来到位于金江镇长
安责任区的澄迈恩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王恩武正在修剪牛大力的枝丫。“这些
是已经长了一年半的，再过两年半就能
采收了。”王恩武说，自己虽是半路出家
当农民，却对自己的选择信心满满。

1994年，王恩武从卫校毕业，返
回金江后开了诊所。由于专业对口
服务又好，诊所的生意很好，期间王

恩武又不断进修，提升了自己的医疗
水平。一晃十余年过去。2009年，
王恩武到白沙黎族自治县考察，想在
那里开一家诊所，却意外地发现牛大
力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当地人把牛大力奉为养生保健
的佳品，也把它当成很好的中药材，
使用非常广泛。”而让王恩武发现商

机的是，当地村民出售的牛大力都是
从山上采摘的野生品种，“野生的总
有一天会摘完，而市场又有需求，所
以我打算自己种，弥补市场空白。”

说种植简单，实践起来却是隔行
如隔山。回到澄迈后，王恩武关了门
诊，走上了学习牛大力的种植之路。
期间，王恩武考察了位于山东、广西、

云南等地的种植基地和药材市场，也
在位于儋州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学习讨教。

虽然王恩武对牛大力的种植有
了一定的了解，但是一些种植技术、
销售渠道等方面还是毫无头绪。正
当他为此发愁的时候，机会出现了。
2015年，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开始，
他马上报名参加。

在学习班里，王恩武不仅了解了牛
大力市场的形势走向，还全方位地学习
到了牛大力的种植技术。经过培训和
详细的调研，王恩武发现，牛大力的市
场前景非常广阔。更重要的是，牛大力
是一种易种植易管理的经济作物，每株
牛大力最低产量是20斤，一亩可以种
500株，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一亩的
效益有数十万元，收入非常可观。

现在，王恩武还培育出了高产牛
大力，并在合作社种植了上百亩。
同时，他还带动金江镇21户农民种
植了200多亩。为了防止价格波动
给种植户造成的损失，王恩武的合
作社按每斤10元的价格保底回收牛
大力，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种植的积
极性。 （本报金江2月1日电）

弃医从农，扎根乡土种植牛大力

“怪人”王恩武的田园抱负
创业故事

澄迈获评“全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县”
去年日接警量、刑事案件发案数“双下降”

1月29日，王恩武在种植园管护南药牛大力。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李健 摄

避免“毒从口入”

澄迈重点打击
河豚鱼非法加工经营行为

本报金江2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近日，澄
迈县食药监局开展了打击销售河豚鱼专项行动。
经检查，未发现有经营者存在销售和非法加工河
豚鱼的行为。

此次行动中，执法人员共对辖区内13个农
贸市场、2家水产经营单位、73家餐饮服务单位、
6家渔业捕捞户和55家水产品小摊贩进行了检
查，其中包括加强对渔业捕捞户的监管，从源头
上堵截河豚鱼流入市场；加强对农贸市场检查，
严禁销售河豚鱼；加强检查餐饮服务单位对水产
品及海干产品的采购，严禁以河豚鱼为原料加工
食品。

记者了解到，河豚鱼又称“河鲀”“龟鱼”“气鼓
鱼”等，大部分生活在海洋中，但在淡水河流及海
洋、河流汇合处也可发现。河豚鱼因其含有河豚
毒素，食用后易因中毒而导致人员神经麻痹，进而
发生头晕、呕吐、口唇及手指麻木、全身无力等症
状，严重者可能会因心跳、呼吸停止而危及生命。
河豚毒素潜伏期一般为0.5小时至3小时，目前尚
无特效的解毒药和治疗方法。

本报金江2月1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李健）春节将至，年味渐
浓。记者今天从澄迈县文体局获悉，
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丰富广大群
众的文化生活，澄迈春节前后将举办
16项文体活动。

其中，文化活动便包括“一镇一
演”群众文艺汇演总汇演、小明星艺术
团春节联欢晚会、澄迈小记者春节联
欢晚会、第二届候鸟文艺汇演、戊戌年
灯谜会、候鸟书画展、琼剧卡拉OK比
赛等7项。

3万群众投票评出
2017澄迈十大新闻

本报金江2月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仁圣）在历时半个多月的严格推选后，1月30
日，澄迈“2017年度十大新闻”评选活动结果出
炉，此次活动参与的群众共计超过3万人（次），
总票数达51563票，参评新闻“澄迈二中排球队
获中学生世界沙排锦标赛亚军”以总票数4892
票位列第一。

据了解，澄迈是以“2017年度十大新闻”评
选的方式，总结回顾了一年来值得载入澄迈史册
的新闻事件，展示澄迈发展取得的各项成就。其
中既有关系重大时政、经济发展、百姓民生的新
闻事件，也有反响热烈的文化新闻事件，更有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递正能量的人物
新闻事件。

澄迈举办16项
文体活动迎新春

1月29日，工人们在京东华南物流中心海南园区仓储库房内分拣货物。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李健 摄

园区去年全年共新增苏宁海南电商运营中心、美亚智慧物流园和海南国际农产品冷链物
流园等9个签约项目，签约金额达到32.92亿元；新增京东海南区域总部、新加坡丰树（澄迈）

物流综合产业园等20个储备项目，计划总投资额约为65.68亿元。

去年金马物流中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7.7亿元，共实现产值24.7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了7.9%和16.1%。
制图/王凤龙

部分活动列表

“迎春杯”足球赛

时间：2018年1月26日至2月4日

地点：金江镇万泰球场

“一镇一演”群众文艺汇演总汇演

时间：2018年2月5日晚上8点

地点：金江镇文化广场金江影剧院

小明星艺术团春节联欢晚会

时间：2018年2月8日

地点：金江镇南亚广场

澄迈小记者春节联欢晚会

时间：2018年2月10日晚上8点

地点：金江镇文化广场金江影剧院

“迎春杯”排球赛

时间：2018年2月16日至17日

地点：瑞溪三多村、长安内阁堂村、永

发后坡村

“迎春杯”篮球赛

时间：2018年2月18日至19日

地点：澄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迎春象棋比赛

时间：2018年2月19日

地点：澄迈县文化馆二楼

琼剧卡拉OK比赛

时间：2018年2月20日

地点：金江镇文化广场

2018年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

时间：2018年2月20日至25日

地点：老城镇九龙温泉度假酒店

“迎春杯”羽毛球赛

时间：2018年2月20日

地点：金江镇万泰球馆

“迎春杯”乒乓球赛

时间：2018年2月21日

地点：金江镇万泰球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