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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生态农业品牌系列宣传之七）

中秋临近，琼海当地的月饼企业
也迎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候。位于
琼海市嘉积镇的海南津可佳食品有限
公司月饼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制
作馅料、打饼、包装，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

“吃过津可佳月饼的老顾客都知
道，除了工艺好，自制的馅料是我们最
主要的特点。”海南津可佳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果介绍，为了让消费者吃
到最新鲜的月饼，和多数月饼企业使
用批发的现成馅料不一样，津可佳月
饼在生产时一边制作馅料一边打饼，
为确保质量不惜成本。

不只是津可佳，琼海月饼品牌企
业在把控产品质量方面各有特点。如

昌隆月饼，只使用国内著名品牌面粉
和花生油，琼式五仁月饼中的叉烧肉，
均选用产自石壁镇的本地黑猪肉，蛋
黄月饼的蛋黄馅则来自潭门一带的海
鸭蛋。

琼海一些特色月饼，如鸡屎藤月
饼、斑兰月饼，其原材料均产自当地农
民的庄稼地。为把控原材料质量，一
些企业甚至自己种植鸡屎藤、斑兰。
此外，近年来，琼海月饼企业不断加快
产品研发步伐，更新生产设备，月饼生
产工艺不断迈上新台阶。

选材精良、制作讲究、工艺独特，
造就了琼海月饼的优良品质。这是琼
海月饼赢得市场认可的“法宝”，也是
其有口皆碑的主要原因。

品牌之路让琼海月饼越来越“吃香”

从传统报纸到
手机新媒体，从高
速公路到繁华道
口，从的士顶灯到
小区门闸，从候车
亭到楼宇 LED 屏
幕，只要稍加留意，
你就会发现琼海月
饼广告的身影。经
过多年的市场培育
和品牌沉淀，完成
“厚积”准备的琼海
月饼，已开始进入
“薄发”期。

改 进 工 艺 流
程，丰富月饼品种，
严控产品质量，强
化宣传推广……近
年来，面对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琼
海月饼企业砥砺前
行，努力提升品味
形象，开始走上品
牌化发展之路，成
为海南月饼市场上
的一支新军。

“今年的行情很不错，五仁口味的月饼已
经快卖断货了。”9月15日恰逢周末，可琼海
美欣蛋糕负责人陈贤童却丝毫没有空闲，办
公室内的热线电话不断响起，微信上的订单
也越来越多。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市场的竞争
愈演愈激烈。而经过多年品牌沉淀的琼海
月饼，开始走上品牌化发展之路，凭借品相
好，品种多，口味佳，讲品质，重口碑等特点，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尤其是今年，琼海市政府加大了对月
饼产业的支持力度，投入经费进行宣传推
广，力助琼海月饼打造品牌，有效提升了琼
海月饼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少企业订单
量较去年大幅增长，且客户已从琼海本地
扩大到全省，部分企业还通过线上渠道销
售到北上广等地。

“政府层面的宣传推广，使得琼海月
饼企业受益匪浅。”王冠透露，截至目前，
昌隆琼式月饼在海口的销售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 50%以上，“不只是昌隆，据我了
解，琼海其他月饼品牌也非常受欢迎，销
量较去年大幅增长，月饼企业已初尝品牌
效益的‘甜头’。”

琼海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月饼是琼海较
具发展潜力的农特产品之一，目前品牌较
多，但仍处于小、散状态，希望通过政府、企
业的共同努力，成立月饼行业协会，制定生
产标准，注册区域公共品牌，提升品牌价值，
使之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香甜”
产业。

品牌效应凸显
琼海月饼旺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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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月饼就是送心意。咱们琼
海的月饼不但有心意，还有着浓浓
的乡愁和故事。”吴女士是地道的琼
海人，每年中秋节前夕，她都会给亲
朋好友们捎去月饼，而对于月饼的
选择，她只认琼海本土的月饼品牌。

博鳌、万泉河、娘子军……这
些最具琼海特色的元素，近年来开
始取代月亮、嫦娥、玉兔等形象，成
为琼海月饼包装盒上常见的图
案。“这些都是琼海故事的代表，最
能体现琼海文化内涵。”琼海昌隆
饭店董事长王冠介绍，除注重产品
质量，琼海月饼企业也越来越注重
文化内涵。

“酒香也怕巷子深”，特别是在

这个市场竞争激烈的年代，要塑造
品牌，宣传必不可少。近年来，在
确保产品质量，美化产品包装，注
入文化内涵的同时，琼海月饼企业
在宣传上也做足了工夫。

比如，昌隆月饼作为琼海月饼
的典型代表，为打造省内知名品
牌，昌隆今年在宣传方面的投入明
显加大，海口不少户外广告牌、出
租车顶灯、手机新媒体上都出现了

“昌隆琼式月饼”的广告。
“效果非常明显，单鸡屎藤这

一个月饼品种，在海口的销售就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以上，不
少单位的订单在1000盒以上。”
王冠说。

严控产品质量 琼海月饼有口皆碑 强化宣传推广 产品形象深入人心1 2

（本报策划/徐一豪 容朝虹 撰文/容朝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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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肖瀚 王盛利

9月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更是一
个丰收的季节。近日，来自全国29家
省级法治媒体社长、总编辑及记者首
次齐聚海南，只为将海南在平安建设、
法治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到祖
国各地，激发出更多的智慧，结出更多
的果实。

9月10日，由海南省政法委、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华全国法制新闻
协会主办，法制时报社承办的2018年
全国省级法治媒体“海南建省30年·
平安采访行”活动在海口正式拉开序
幕。10日至14日，采访团先后深入
海口、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三
亚的基层政法单位、社区乡村等进行
实地采访。

在采访报道过程中，海南的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海南政法人展
现出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都给全国各地的法
治新闻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们用一篇篇鲜活的报道记录下平安
海南、法治海南建设的新变化，用一
幅幅生动的图片描绘出海南政法人
的新风采。

截至 9月 16日，有关全国省级
法治媒体“海南建省 30年·平安采
访行”活动的新闻已有近600篇，相
关网页近 48000 个，阅读浏览近千
万次。

感受：改革创新推动政
法工作实现新跨越

“收转、扫码、生成、纠错等十项功
能，智慧审判系统一键可以实现。‘量
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辅助法官办
案，并着力破解量刑公正难题。”在海
南省一中院，采访团现场感受了海南
法院“智慧法院”建设所取得的实实在
在的成果。

在“椰城警民通”手机移动终端、
微信公众号上滑动指尖，就能实现居
住证登记等 67 项业务的不见面审
批，海口公安“放管服”改革为群众办
事带来的变化，生动的展现在了采访
团眼前。

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海南省社
戒社康人员精准智能服务管控平台实
现精准管控，在海口美兰区海甸街道，
采访团认真记录着智能化管理给社区
戒毒工作带来的改变。

预警信息即时送达路面执勤警

力，采访团走进琼海市公安局实地
感受科技给群众带来“看得见”的安
全感。

……
海南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

改革也为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建设注
入了强劲动力。

“我对海南特色鲜明的旅游综
合治理情况最为期待。”在结束对三
亚市市民游客中心、三亚市城郊法
院的采访后，安徽法制报记者周莹
莹表示，“三亚市通过构建法院、旅
游警察、旅游纠纷调解委员会和行
政机关形成的“四位一体”监管机
制，真正保障了中外游客能够乘兴
而来，尽兴而归，这些经验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推广。”

体会：传统文化与现代
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近年来，海南充分发挥群众、企业
等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努力成为新时期学习推广“枫桥经
验”的海南实践范例。

海口市美社村通过村规民约的
“法典”治理，成为无上访、无涉毒、
无刑事案件、无犯罪活动的“四无”
平安村。

琼海市沙美村将当地传统“公道”
文化融入矛盾纠纷化解，效果明显。

还有，万宁市雨林海加强社区党
建工作，探索“候鸟”服务管理新模
式；陵水黎族自治县通过综治中心、

“雪亮工程”、网格化服务管理“三位
一体”新机制建设，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海南社会治理特色品牌令采访
团成员印象深刻。四川法制报副总
编辑吴江萍表示，她在美社村、沙美
村看到了村民门口的星级文明户标
牌以及家训、村民公约，还看到了一
张张充满自豪、幸福的笑脸，更看到
平安海南的缩影。

传播：发挥法治融媒体
强大矩阵力量

9 月 9 日下午，全国省级法治
媒体交流座谈会在海口召开，来自
29家省级法治媒体社长、总编辑及
相关领导齐聚一堂，围绕法治媒体
创新发展，畅谈己见，凝聚起共同描

绘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同心圆的思
想共识。

宁夏法治报总编辑张强表示：
“我愿把看见的海南形象、听见的海
南声音，通过宁夏法治报的媒介阵
地，将华章美篇呈献给广大读者。”

大巴车上，食堂饭桌上，路边凉
亭里……采访期间，记者们随采随
发，第一时间将海南平安建设的经
验成果传递出去。《淳朴民风的美社
治村有“法典”》《海南省三亚市城郊
法院在全国首创“景区移动法庭”
旅游巡回审判成涉旅审判服务的生
动范例》《打造信息化综治服务升级
版》《行走“疍家渔排”的网格员》等
一篇篇热气腾腾报道新鲜出炉。各
家媒体不仅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
方式对活动进行了全媒体播报，同
时还设置了专题报道，对海南平安
建设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的报道。

“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
天涯海角不是离别的尽头，而是再
出发的起点。随着“海南建省 30
年·平安采访行”活动的圆满结束，
全国法治媒体人带着平安海南、法
治海南建设的经验成果，带着法治
媒体创新发展的思想火花从海南再
出发，开启新征程。

分享平安法治海南好经验好做法
——2018年全国省级法治媒体“海南建省30年·平安采访行”活动综述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计思佳）9月14日
晚，由海口市商务局、市旅发委、市工商局、市食药监
局、市城管委、市社会文明大行动指挥部，烹饪协会
专家、媒体代表及网友组成的大众评审团走进海口
市龙华区金盘路的金盘夜市，进行实地考察、试吃，
就环境卫生、食品味道、服务态度等方面为金盘夜市
综合打分。这里整洁的环境和亲民的价格获得评审
团的一致认可。

刘先生说，他从外地来海口工作，在金盘夜市
品尝到了地道的海南菜，其中斋菜煲和蟹肉煲让
他大饱口福。“这跟半年前的金盘夜市很不一样，
就餐环境改善了，菜品种类也增多了。”

“我觉得金盘夜市很漂亮，人们坐在彩灯下
就餐，如同头顶一片灿烂星空，很有浪漫气息。”
试吃评审团成员林凡丁告诉记者，除了环境优
美，金盘夜市的配套服务设施也让她印象深刻，

“配套的桌椅非常到位，让每一位就餐市民都能
坐下来，慢慢品味夜市美味”。

海口金盘夜市管理处经理李敬介绍，金盘夜
市作为海口的老牌夜市，2017年借鉴了台湾夜市
的成功经验进行升级改造，对档口进行统一设计。

改造后，金盘夜市总面积达12350平方米，铺
面摊位255家，有专门的公共消洗间，配套的公共
卫生间，以及便捷的垃圾处理设施。

此次评审活动，金盘夜市推出了斋菜煲、肉蟹
煲、烤鱼等10道特色美食。下一站，评审团将走
进欢乐海岸美食城体验广式美食。

海口夜市线下评选活动
走进金盘夜市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记者梁
君穷 徐慧玲 通讯员卢音）海南日报
记者9月16日从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近日，三亚中院对拖欠农民工
工资、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
被执行人梁某实施拘捕，并作出对其
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在拘留所大
门口前，梁某急忙打电话向朋友借钱，
履行全部义务。

据悉，在申请执行人任某与被
执行人梁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
2017年 3月，任某经梁某介绍到某
项目部从事木工工作，约定劳务报
酬按工时给付。但期间，梁某每月
仅支付任某部分生活费，其余工资
一直未支付。

2017年8月末，该项目木工班组
停工退场。9月，经双方结算确认，梁

某应支付任某工资10000元。随后
任某多次讨要无果，无奈诉至法院。

2018年5月3日，案经三亚中院
二审，判处梁某自判决生效十日内，支
付任某劳务报酬10000元。

判决生效后，梁某以没钱为由迟
迟不履行义务。

7月18日，任某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9 月 13 日下午，执行法官将梁
某传唤至法院，但梁某始终坚称自
己没钱。

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执行法官遂决定对梁某采取
司法拘留措施，依法对其处以十五
日司法拘留，后将其移送至三亚拘
留所。

当天下午5时许，到了三亚拘留

所大门口，梁某才意识到法院不是在
吓唬他，急忙改口称愿意履行义务，并
打电话找朋友借钱。于是，执行法警
陪同梁某在门口等候。当晚8时许，
梁某的朋友赶到将10000元执行款
交给执行人员，三亚中院立即解除了
对梁某的拘留。

9月14日上午，任某到法院领取
了执行款，该案得以圆满执结。

三亚法院以司法拘留促判决有效执行

一看要进拘留所“老赖”乖乖把钱给

海口一小区
居民家中发生火灾
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潘伟）9月16日13时15分许，海口市龙华区丽晶
路海顿大厦一居民屋内发生火灾。在屋主不在家
的情况下，小区物业人员果断破门灭火，阻止了火
势发展、蔓延，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时，物业人员透过窗户已经看到房间里燃
烧的火苗，他们一边报警一边联系屋主。在没能
联系上屋主的情况下，物业人员果断地用铁棍将
房门撬开，随后用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灭火。

龙华消防大队金融中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
动4辆消防车16名消防官兵赶到了现场。消防
官兵到达现场发现，着火物为书桌旁边的小柜子，
现场的火势基本被物业人员扑灭。

消防官兵将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排烟，并对
着火的柜子进行清理和冷却，防止火势复燃。

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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