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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多种资源于一体
多温层冷库全自动控制

罗牛山冷链物流园是海南罗牛山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运营板块之一，
占地325亩，总投资16亿元，总仓储容
量30万吨，是海南完善的现代化食品综
合物流规模园区。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完善，有
多温层物流仓储中心、腾德检测中心、多
功能展示展销中心、电商大厦高档写字
楼、精品商务酒店、地下停车库及B2B线
上营销平台。

罗牛山冷链物流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园内设现代化多温层多功能仓储
中心，拥有东南亚地区先进的多温

层冷库。冷库运行实现全自动控
制，采用智能仓储管理系统，能实现
库存可视、自动补货、货物状态实时
掌控等功能。

园区融合物流、仓储、加工、电商、金
融、检测等多种资源于一体，具备食品仓
储，城市共同配送，生鲜食材加工，进出
岛农产品检测、展示，政府储备，远洋食
材供应等多种功能，业务覆盖全海南岛，
辐射华南地区，并延伸至北京、上海、天
津等各大城市，致力打造南中国高端的
安全食品物流基地和枢纽。

各项优势明显
实现一站式跨产业服务

罗牛山冷链物流园区位交通优势明

显，距海口市区9公里，距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5公里，距环岛高速路口3.5公里，与
广东省湛江市一海之隔，交通便利。

凭借平台优势，罗牛山冷链物流园
整合上游生产、中游配送、下游销售以
及金融、检测配套等资源，实现一站式、
跨产业服务。信息化、机械化、自动化
水平高，订单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
车辆管理系统一键无缝对接，信息通
达，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定制化服务。

为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罗牛山
冷链物流园配备32辆 4.2米冷链运输
车，使用统一形象标识，通过GPS定位及
导航技术、自动化信息集成技术，对运输
车辆进行全程实时跟踪和路径优化调
配。并对运输食品温度全程监控，确保
运输过程中的食品质量和安全。

同时，库区硬件设施齐全，区内平均
高度11米，冷库设置5层货架和9层货
架，恒温库设置5层货架，相同面积内可
堆放的货物是普通仓库的120%-300%，
可使总体租金降低30%以上。

整合电商产业资源
打造热带农业创新创业平台

罗牛山冷链物流园的电商大厦由展
示展销中心和商务写字楼组成，承载着
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融合全新模式。园区
通过整合电商产业资源，计划建成以电
子商务、智能城市配送为主体的综合贸
易、物流产业集聚园区。

热带农业创新创业中心位于电商大
厦内，项目依托罗牛山产业园冷链物流

仓储中心的资源优势，整合线下丰富的
实体资源和物流配套资源，为电子商务
企业、个人提供商务办公、产品展示包
装、推广营销、仓储物流、人才培训、技术
交流、创业融资、生活配套等集成服务。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接下来，罗牛山将通过进一
步引进全球优质的仓储物流企业、食品
企业，逐步将罗牛山冷链物流园打造成
服务于全国乃至全球的食材产业聚集地
及全岛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借助物流园
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间的地理位置优
势，更好地服务于全省乃至全国、全球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食材贸易流通和
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

（策划/容朝虹 撰文/李金波 供图/罗
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集硬件设施、管理服务、交通区位等优势于一体

罗牛山冷链物流园：打造面向未来的冷链物流枢纽
《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
确要求：加强冷链基础
设施网络建设，打造出
岛快速冷链通道，提供
高质量的冷链快递物流
服务。把冷链物流服务
上升到海南自贸区建设
的重要层面。在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大
背景下，海南的冷链物
流等相关行业、产业将
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和驱动力。

2018年12月12日，
罗牛山冷链物流园盛大
开园。作为海南冷链物
流综合园区，罗牛山冷链
物流园位于海口江东新
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
势。其完善的装备设施、
管理系统、服务体系、供
应链管理平台，将为海南
自贸区建设提供高质量
的冷链快递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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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牛山冷链物流园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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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误读”何时休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再微小的声音，都可以成为时代的回音

新华时评

■ 韩梁 郑汉根

巴黎圣母院日前在火灾中严重受
损，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遭受重大
损失，让人痛心。其失火原因正在调
查，而舆论围绕这场大火的讨论折射
出的一些情绪和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和反思。

一些人把这场火灾与一百多年前
那把烧掉圆明园的大火联系在一起，
言语中不乏嘲讽，甚至为这场人类文
化遗产遭遇的劫难叫好，流露出一种

“复仇”快感。中国古语说：“人有祸
患，不可生喜幸心。”爱国不是幸灾乐
祸，这种缺乏同理心的念头是一种非
理性情绪，与爱国热情无关。

中国是文明大国和礼仪之邦，对
待不同文明一向怀着海纳百川、惺惺
相惜的心态，对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向来心怀赏悦。当其他国家遭遇巨大
文化损失时，以人类文明的开阔视野
而非民族恩怨的狭隘眼光，与当地民

众感同身受，共情共伤，当是一个大国
国民应有的心态。

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深思。近年来，
全球各地文物古建遇险的事情多次发
生。巴西国博大火、巴米扬大佛遭毁、
叙利亚古迹遭劫……其中一些文化遗
产损毁的程度可能远超巴黎圣母院，而
其在全球范围引发的惋惜和痛心，远比
不上巴黎圣母院大火带来的冲击。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在世界范围
内，不同文明受到的尊重和关注处于
不平等状态。从人类文明视角看，文
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价值没有高下
之分。对不同文化给予同样关注、对
不同民族给予平等对待，是一个美好
世界应有的样子。

对灾难的痛恻不分民族，对文
化的珍视、对美的热爱超越国界。
用理性替代偏狭，用共情替代冷漠，
同时，对不同文明投以同样珍视的
目光和关怀，让不同文明和合共生、
交相辉映，这才是人类文明应有的
美好图景。

巴黎圣母院火灾引发文化反思
@人民日报：罚得倾家荡产，赔得

招架不住。最高可罚3000万元，这不仅
意味着违法企业或将付出更大代价，更
呵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鼓励他们通
过诉讼实现权利。罚就罚得倾家荡产，
赔要赔得招架不住，还敢胡作非为？好
的制度设计，就是给企业打防疫针！

@光明日报：校园不该被各种商
业活动侵扰。童书作家参与营销并无
不可，但将营销活动搬进中小学校园
就值得商榷了。一来，中小学生是未
成年人，对童书质量及买与不买，并无
多少辨别能力和选择空间；二来，营销
活动公然在校园上演，校方和老师总
难脱干系，甚至还会成为变相摊派。
校园不该被各种商业活动侵扰，这是
商业社会必须守住的一道底线。

@中国青年报：怒怼记者“你算个
啥”，这样的官员素养在哪里？近日，一段
内蒙古晨报记者采访时，遭呼伦南路工商
所副所长怒怼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仗着
自己是个小领导，便“拿着鸡毛当令箭”的
做法，既是因为这样的官员见识太浅、视
野太窄，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换位思考的能
力。如果能够将心比心，急公众之所急，就
不会出现如此官僚主义做派。 （邓 辑）

继成为首批看到“黑洞”照片的人
类后，我们又将成为首届被国家图书
馆记录的网民。4月19日，国家图书
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启动，其
首家基地落户新浪，包括目前2000亿
条博文以及今后网民公开发布的内
容，都将被国家图书馆持续保存。能
一同参与这样的国家级“大项目”，引
来网民狂欢。

浩瀚宇宙，渺渺众生。其谁有幸，
能流传千古？古往今来，因条件限制
和时代选择等种种原因，能被记录并

流传下来的人类文明，多为大家名流，
普通人的见闻感悟能被记录下来的机
会少之又少，后人只能管中窥豹，难以
全面了解历代文明发展的生动画卷。
此次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的启
动，旨在保存互联网时代的国家记忆
和数字遗产，及时、有效地记录时代文
明发展的内容。这一新的记录历史的
方式，让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成为被
记录的主体；让广大网民真切地体会
到了文明流传的参与感；更让普通人
载入“史册”成为可能。

正因如此，你我在网络上所吐露
的情绪、表达的观点、发布的一景一物
……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将留下时
代的印记，绘就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
图”。你我在网络上无数细小的声音，

将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被全面记录
和传递下去，成为历史记忆。

可能有网友会表示：这与我有什
么关系？我在网络上记录的都是生活
琐事，还有各种转发，这也算记录文
明？当然可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
菩提，一滴水可以映射太阳光芒，一粒
沙子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每个微小的
个体都有着不一样的精彩，再微小的
声音都可以成为时代的回音。譬如，
吃货们经常发布的日常美食，正是对
当代人饮食习惯的最直观记录；你分
享的书单、影单，也反映了当代人的喜
好；你发出的喜怒哀乐，展现了当下人
们的生活情况；你为爱人、爱豆记录下
的点滴，你赞过的图文、吐槽过的人
事，包括你发过的自拍，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时下的审美……这些都能
为后人和研究者留下珍贵的图文、影
像资料。试想，在若干年后，你的网络
段子可能会像古诗词一样引人考究，
也不乏一番趣味。

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我思
考，我发声，我写文章，个体的我用这样
的方式表达我的喜怒哀乐，体现我的存
在。虽然西谚有“人类一思考，人帝就
发笑”的说法，但是，“人是会思想的芦
苇”，每个人的思考、每个人的存在都是
有价值的，都是无可替代的。正是万千
人的思考，才汇聚出推动时代发展的磅
礴动力。所以，国图的这一举措，不管
其初衷如何，从社会发展、文明传承的
角度来看，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书写时代，时代也记录我

们。互联网时代，我们足够幸运，记录
早已不是在甲骨、简帛上的艰难雕刻，
也不单限于在纸张上的泼墨挥毫，因
为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广阔无垠的

“冲浪”空间。在这里，你的记录时刻
“在线”，依托科技手段，你的所思所
想、所见所闻，可以当场用图文、视频、
音频等数字手段在网络上记录并实时
发布。可以说，网络信息正高效地覆
盖当今时代的全貌，如今，又有国图采
集收藏，每个网民都成为文明的记录
者、传递者，又有何不可？

从共同观赏“黑洞”真容的激动，到
一同被国图保存的喜悦，每一次情绪的
共振，都是我们在时代大潮中泛起的涟
漪。我们乐于有机会见证时代，更自豪
能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传递者。

■ 李萌

近日，山东菏泽市东明县的学生
家长向媒体爆料称，当地万福中学有
初三学生因为成绩差被禁止参加中
考。随后，当地教育局回应称，不论
成绩好坏，中考都应遵循自愿原则。
由于该班班主任对相关政策存在误
读，造成了误解，目前涉事班主任已
向学生及家长道歉。

该班班主任禁止学生参加中考
的情况确实存在，且是强制性的，因
此不怪乎家长质疑校方为保升学率
强制“分流”。因为成绩差被限制中
考，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各地均有出

现，年年都会冒头，“政策误读”显然
只是借口。明知有悖国家规定，顶
风作案者依然屡禁不绝。究其原
因，归根结底还是升学率作祟。避免
此类现象再次发生，切实转变教学
评价的观念和考核机制，仍是留给
未来教育的一道思考题。这正是：

强制限考保升学，
顶风作案屡不绝；
观念机制如不变，
考前“分流”何以绝？

（图/陶小莫 文/邓瑜）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琼海市博鳌
镇南强村成为海南外事会见、招商茶叙的场所之
一，世界政商界知名人士纷至沓来，惊艳亮相于
媒体镜头前。这个游客争相打卡的美丽乡村，早
已不是70年前那个偏僻落后的小渔村。

整洁的村貌、独特的民居、绵延的花海、雅静的
书屋、点缀其间的雕塑，洋溢着恬淡笑容的村民
……“高颜值”“有气质”，南强村的美既是朴素的，又
是洋气的；既是浪漫的，又是亲切的，由内而外散发
开去，吸引着每一个走近它的人。站上世界舞台，笑
迎八方来客，南强村有这个本钱，也有这个底气。

从爷爷辈的南强村，村民漂洋过海下南洋谋
生活，再看儿孙辈的南强村，不是景区胜似景区，
引进企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与活力更是
获得广泛赞誉。这一沧桑巨变，见证了党和政府
70年高歌奋进，带领农民从温饱线奔向美好生活
康庄大道的光辉历程，见证了党和政府始终如一
为民谋幸福的本色初心。

一部农村发展变迁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奋
斗史。新中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农村发
展，情注百姓福祉，党的十九大更是作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要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大局，不能少了560万
海南农民的参与。省委、省政府反复强调，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最
大的短板在农村，最薄弱的基础是“三农”，要切
实抓好海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让农业强
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2019年伊始，省
委向全省所有乡镇村派驻2757支乡村振兴工作
队，全部吃住在农村，紧紧围绕“十抓十好”工作
目标，推动乡村富起来、美起来、强起来。这个重
大决策，无疑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南强村的变化，折射了海南乡村的发展方
向。但是，振兴乡村的探索之路没有完成时。各
地情况不同，南强村的发展模式，也许别的乡村
并不能原样照搬。我省各地有不少乡村发展得
不错，它们的发展模式也都各具特色。所以，要
想发展好，贵在解放思想，贵在因地制宜，贵在积
极作为。如果能够真正贯彻这三点，那么我们相
信，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南强村”涌现在琼州大地
上，拾起你我美丽乡愁。

海南新农村
世界新舞台

■ 韩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