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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海口各级政府和农业

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相关文

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工

作的决策部署，针对省会城

市的特点，突出“热带”和

“都市”两大特点，打造全省

农业先进要素聚集区、农副

产品加工聚集区、现代都市

农业发展样板区。

海口市农业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世高表示，海口

市农业系统将坚持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以品牌创建

为引领，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海

口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

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

要素生产率，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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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热带”和“都市”两大特点，丰富“菜篮子”、构建生态农业循环体系等

海口：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推进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建设

四级土地流转交易平台
明年底将基本建成

本报海口12月 11日讯 （记者计思
佳）近日，海口出台《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明确在2019年
年底基本完成市、区、镇、村四级土地流转
交易平台建设。

《实施意见》要求，落实集体所有权、
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逐步
形成“三权分置”格局。海口将多管齐下，
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创新和
完善土地流转方式、分类引导撂荒耕地流
转和托管等方面入手，规范引导土地经营
权有序流转。

《实施意见》要求，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各区要按照省、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部
署，确保在2018年年底完成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发放任务。推进市、区两级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到2019年年
底实现与省级信息应用平台互联互通。

《实施意见》提出，做好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与不动产统一登记
衔接工作，确保在2020年将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

为创新和完善土地流转方式，海口鼓
励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土地信
托、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放活
土地经营权。完善转包、出租、互换、转
让、入股等土地流转方式，引导土地经营
权在公开市场有序流转。

根据《实施意见》，海口还将建立土地
流转分级备案制度。

琼山区基本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本报海口12月 11日讯 （记者计思
佳）2017年，海口市琼山区和东方市被列
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市琼山区获悉，截
至目前，琼山区已基本完成改革工作。

据悉，海口市琼山区已完成清产核资
工作，全区已完成15个村（组）的经营性
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成立了15个股份
经济合作社，占应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合
作制改革村（组）的93.8%。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农业局了解
到，今年该市将继续推动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除在琼山区铺开试点工作，
在秀英、龙华和美兰3个区每个区挑选3
至5个村开展试点，建立归属清晰、权能
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

同时，该市将推进农村集体所有权、
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出
台农业产业扶持政策，指导扶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发展现代农业项目。鼓励整合
利用集体积累资金、政府帮扶资金等，通
过入股或者参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村
与村合作、村企联手共建等多种形式发展
集体经济。

拎好“菜篮子”

发展都市农业，首要就是做好“菜
篮子”工程，让百姓能吃上优质、实惠、
丰富的蔬菜。

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
大荒洋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内，
绿油油的菜地里种满了上海青、小芥
菜等蔬菜，工人们正忙着收菜装箱。

据了解，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
在海口已建成“大荒洋”“七水洋”“三
江”3个蔬菜种植基地。其中，“大荒
洋”种植基地主要供应市民日常食用
的叶菜。海口市菜篮子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龚德
才介绍，海南夏秋季节多高温、暴雨天
气，易造成蔬菜减产、上市量减少，给
本地蔬菜价格上涨带来压力。对此，
海口各蔬菜种植基地充分利用现有的
蔬菜大棚，种植露天不易生产的菜心、
上海青、小白菜、黑叶白、小芥菜等，满
足市民对本地叶菜的需求，此类叶菜
目前每日可供应5吨。

“我们大棚的柱子都用水泥加固
了，可以抗击12级以下的台风。大棚
可以给蔬菜‘遮雨’，避免菜被打烂。
但大棚里通风条件差，温度高，也不利
于蔬菜生长。所以，我们的大棚还安
装了遮阳网，以达到降温的效果。”海
口市菜篮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陆振中说，大荒洋种植基地
现有大棚260亩，正在扩建的284亩
大棚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海口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口通过加强基地建设，强化大棚生产及
监管，抓好露地叶菜种植补贴和加强技
术指导等措施，调动菜农生产积极性，提

高产量保障市场供应。根据统计，海口
全年投入财政资金1000万元改造菜
田，累计菜田投保面积5.5万亩、保费
1400万元，全年叶菜补贴面积5万亩、
补贴资金1000万元。目前，海口常年
蔬菜基地保有量5.2万亩。蔬菜平均每
日上市量约839.45吨，自给率同比提高
11.1个百分点。

同时，该负责人也指出，目前海口
部分常年蔬菜还存在道路、排灌、市场
等配套设施建设方面滞后，功能不配
套的问题，下一步需要继续完善。

构建生态农业循环体系

近年来，海口市农业局以畜禽规
模养殖场（小区）为核心，以沼气建设
为抓手，加快推进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基地建设，确定了海口罗牛山新
昌种猪有限公司、海南牧榕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海口师霖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等作为海口市2017年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基地。通过采用“猪-沼-菜-
果”循环模式，建成了4个农业生态循
环示范基地。

走进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桃村的
罗牛山10万头现代化猪场，只见这里
环境优雅。“我们的猪场是海南首家全
封闭集约化、规模化、物联网信息化
管理养猪场，是岛内规模最大原种猪
场，也是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单系原
种场之一。”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育
种技术总监、罗牛山10万头现代化
猪场场长谢红涛介绍，猪场厌氧发酵
池产生沼气，供给周边农户使用；沼
液通过回用塔管道输出周边农户，达
到种养相结合。

海口师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
基地位于琼山区红旗镇合群村，这里
空气清新，没有一些猪场特有的异
味。基地利用沼液，种植辣木、冬季瓜
菜、水果等，形成猪-沼-树（辣木、蔬
菜、水果）生态循环模式的种养示范基
地。基地制配了生物饲料，消除猪场
异味。建设4座总容量达1750立方
米的沼气池，集中供气 355 家农户
1800多人。建立起良性循环生物链，
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海口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海口畜牧业发展经历了从追求
产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生态循环农
业体系初具雏形。通过“猪-沼-果-
菜”等模式就近还田、有机肥厂转化利
用的模式，实现农业循环的目标。同
时积极开展以蚯蚓、水虻及微生物处
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课题研究，拓宽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根据测
算，今年海口全市畜禽养殖粪污排放
量约244万吨，综合利用190万吨，资
源化利用率78.06%。对10个生猪养
殖场完善环保设施，建设1个有机肥
厂。2017年资源化利用水平考核顺
利通过省农业厅考核。

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随后，我省提出以共享农庄为
抓手，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打造海南乡村振兴的新载体。在
省农业农村厅公示的61家拟批准为
2017年海南共享农庄创建试点申报
主体中，海口市冯塘绿园等7家共享
农庄上榜。

走进冯塘村，处处绿意盎然。
2015年，海口天堡嘉圆实业有限

公司看中了村里的自然资源，并且承
诺“不砍一棵树，不占一亩地，在保护
中开发”，企业把原本荒废的橄榄树林
打造成了冯塘村的最大特色。冯塘绿
园总经理杜思思说，橄榄树开花时，蝴
蝶会翩跹而至，果实成熟时，打橄榄成
为大家最喜爱的亲子活动。

冯塘绿园还积极融入共享经济理
念，打造集休闲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度
假、美食、会议表演、拓展体验、田园养
生居住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一年多
来，园区积极倡导“吃在当地，吃在当
季”的健康生活理念，开发了共享田园
采摘超市、共享虎奶菇种植基地、共享
莲花种植基地等项目，让农户参与管
理，企业出技术经营，分享给游客体验
种植、采摘的方式，让游客享用生态放
心蔬菜，享受都市田园农耕乐趣。

数据显示，海口的休闲观光果园
创建水平不断提高，通过休闲旅游产
业带动和就地就业，使农民在离土不
离乡的情况下实现了增收。预计今年
全市休闲农庄共接待游客约150万人
次，从业人员7036人，营业收入5.5亿
元，带动周边农副产品销售收入4.2亿
元，周边农民户均年增收1.35万元。

据了解，海口正在加快推进兰花
谷联合共享农庄、椰乡·世外桃源共享
农庄、翰香园共享农庄等项目建设，推
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互促共
进，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
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探索农业
农村发展新模式，助力实现“村庄美、
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的目标。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位于海口市龙
泉镇的常年蔬菜生
产基地里，工人们正
在采摘蔬菜。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海口市云龙镇成片的花卉苗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根据统计，海口全年投
入财政资金1000万元改造
菜田，累计菜田投保面积
5.5万亩、保费 1400万元，
全年叶菜补贴面积5 万亩、
补贴资金1000万元。

目前，海口常年蔬菜基
地保有量5.2万亩。蔬菜平
均每日上市量约 839.45
吨，自给率同比提高 11.1 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海口的休闲
观光果园创建水平不断提
高，通过休闲旅游产业带动
和就地就业，使农民在离土
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了增
收。

预计今年全市休闲农庄
共接待游客约 150万人次，
从业人员 7036 人，营业收
入5.5 亿元，带动周边农副
产品销售收入4.2 亿元，周
边农民户均年增收 1.35 万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