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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罗非鱼产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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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有益菌“强鱼
身”中草药“健鱼体”

5月中旬，海南省气象局连续4
天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天气炎热，补充点有益菌舒缓
肠胃。”提醒“补充有益菌”的不是某
位母亲或医生，而是海南勤富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邓克强，他所牵挂
的对象是文昌锦山镇湖山溪尾罗非
鱼养殖场里的鱼儿们。

5月20日11时许，在养殖场一
口面积为20亩的鱼塘里，投饵机一
启动，罗非鱼便一拥而上，尽情享受
美味。这些经过精心科学调配的“美
味”，除了富含鱼成长所需的蛋白质、
维生素等各种营养物质，还有乳酸菌
等有益菌。

“特别是高温天气，根据实际情
况，加入乳酸菌等拌料喂鱼，主要是为
了舒缓保护鱼的肠胃，促进消化的同
时，增强免疫力。”邓克强说，罗非鱼最
常发病的部位是肠胃，一旦天气炎热，
由于消化不良等导致肠胃发炎、免疫
力下降，容易造成罗非鱼患病死亡。

养鱼先养水。相比于饲料，鱼塘
所处的环境也是罗非鱼养殖中极为

重要的一环。拥有“国家级罗非鱼养
殖标准化优秀示范区”“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等称号
的文昌锦山镇湖山溪尾罗非鱼养殖
场，鱼塘水质干净、鲜闻腥味。

“这是因为我们在调节水体PH
值，调控增氧机、保证溶氧量的同时，
还会加入光合菌、芽孢杆菌等，通过
改善水质、分解有害菌等，为罗非鱼
营造健康舒适的生长环境。”邓克强
开玩笑道，在养罗非鱼这件事上，大
家比养自家小孩还上心。

“当发现罗非鱼有肠胃不适等情
况时，我们会在饲料中加入板蓝根
等，通过中草药调养帮助罗非鱼‘健
体’，而非使用抗生素治疗。”海南建
一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说，
如今，通过养护水体为主，同时辅以
有益菌“强鱼身”、中草药“健鱼体”
等，已逐渐成为海南罗非鱼养殖常
态。

加工：无菌加工作业
严格把控质量

长成至1斤左右的罗非鱼，就会
“游出”鱼塘或天然水库，经过多道加
工检测环节，背着 HACCP、ASC、

BAP等多项国际认证，“游上”消费
者的餐桌。

除了养殖环节定期的抽样检测
外，在进入加工厂前，罗非鱼还必须
经过两次“体检”——一次是捕捞前
10天，一次是运去加工厂当天。这
两次取样抽检，目的在于检测罗非鱼
有无药物残留、各项指标是否符合最
优标准等。

和需要“体检”才能进加工厂的
罗非鱼一样，加工车间工作人员也需
经过严格的更衣、风淋、洗手消毒等
程序，才能与罗非鱼“亲密接触”——
进行切片、去皮、去刺等系列工序。

切片、去皮、磨皮、去刺、修整、分
级、清洗……近日，在海南翔泰渔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加工车间里，
上千名工人正熟练地加工罗非鱼。
现代化流水线加工设备，加上信息化
管理系统，罗非鱼加工全程低温作
业，全区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俨然一
个精细作业、清洁无菌的“实验室”。

“真正的‘实验室’在车间外。罗
非鱼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还需要经过
各项检测数据验证。”该公司检测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公司自建了具
有第三方资格的检验中心，实现了从
原料到成品自检自控，严格把控质量

关，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最终产品
安全、放心。

和精细化养殖管理一样，高标准
加工生产也已成为海南罗非鱼加工
环节的常态。“从原料到成品出厂，罗
非鱼必须经过严格的3道检测把关：
原料预检、原料到厂检、成品检测，期
间还有相关部门的多次抽检。”海南
勤富食品有限公司内贸部经理周经
纬说，多次检测、严格流程，为的是达
到最高级别的食品安全。

成品：肉嫩无刺 深受喜爱

缘于小时候那一锅白白的鱼汤，
海口市民李先生对罗非鱼一直有着
特别的感情，“现在的罗非鱼产品，像
鱼排、鱼片等，烹饪食用都很方便，口
感滑嫩而且没刺，也没土腥味了。”

在海口经营一家幼儿园的季玲
玲，近日和家长们一起购入了两箱罗
非鱼产品，“孩子们中午在幼儿园吃
罗非鱼，晚上回家还要吃罗非鱼，家
长们都说家里的‘小馋猫’嚷着不够
吃，催着再组织团购一批。”

蛋白质含量高，热量、脂肪含量
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维生素和
微量元素丰富，富含硒，且肉质细嫩、

无肌间刺……因其优秀品质、鲜美味
道、食用方便、高性价比等，海南罗非
鱼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

“海南罗非鱼养殖，以池塘单品种
精养及山塘小水库大水面精养模式为
主，主养区域环境优良、养殖管理精
细、注重健康养殖。”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处室负责人说，同时海南罗非鱼依
托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高标准的加
工生产线，在产品质量保障、安全保障
和产品可追溯性上具有很强的优势。

“这是一条‘透明’的鱼。”海南翔
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孝文
解释道，通过扫描罗非鱼产品上的二
维码，消费者可以了解手中产品的各
项信息，从鱼苗、饲料到养殖、加工
等，全程可追溯。

2018年，“海南罗非鱼”正式成
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
我国首个以省为名的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前，海南有20
余家水产企业获得HACCP或 ISO
体系等不同环节多种认证，产品经过
中国及各进口国官方等层层监管和
认证，实现“从鱼苗到餐桌”全程可追
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优
质的罗非鱼产品。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

精细化养殖管理 高标准加工生产 高质量品质保证

海南罗非鱼长成记

为垄断市场经营而对其他经营
主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可否认定为
恶势力？

省高院：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等
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
犯罪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重点打击的恶势力行为。王东方
团伙为了排挤从事瓜菜批发生意的竞
争对手，形成对特定区域的市场垄断，
欺行霸市，肆意打砸被害人财物和伤
害被害人的身体，严重扰乱了社会秩
序，且形成了以王东方为纠集者，以符
才花等人为成员的较为固定的组织，
符合恶势力的特征。

办案法官指出，采取暴力威胁手
段在农贸市场等专业市场，强买强
卖、欺压商户、欺行霸市等行为破坏
了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涉及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伤
害、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
殴等罪名。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
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
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本
案中，王东方团伙依仗团伙势力，任
意损毁被害人的财物，未达目的后随
意殴打被害人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
事罪，同时符合《指导意见》关于恶势
力认定标准，应当依法认定为恶势力
犯罪并给予从重处罚。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朱厚清 王颖）屯昌“菜霸”王东方等人欺行霸市、垄断市场，纠集多人多次任意毁坏公私财物、故意殴打他
人、破坏社会秩序，最终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恶势力团伙并予以严惩。近日，省高院对该案的事实认定进行评析。

扫黑除恶，海南法院在行动

基本案情 案件评析

为排挤同在屯昌县屯城镇农博
城从事瓜菜批发生意的陈某林，2017
年4月24日凌晨，王东方指使昌运培
纠集冯在煜、莫海育（均另案处理）等
5 人蒙面持刀故意毁坏被害人陈某
林各类蔬菜700余斤；2017年6月11
日凌晨，王东方再次指使昌运培纠集
上述人员蒙面持刀故意毁坏陈某林
所雇梁某勤驾驶的重型冷藏蔬菜运
输货车。

2017年6月至7月份期间，同是
瓜菜批发商的王东方、王龙聪、符才
花、陈位阳、陈春英、陈英良等6人为
了将陈某林赶出屯昌县瓜菜批发市
场，先后 3 次共同进行商量，决定每
人出资5000元共3万元，由王东方指

使周乃忠，打砸陈某林的蔬菜、货车、
电子秤等财物。之后，王东方再指使
周乃忠纠集陈垂汉、李运天（均另案
处理）等社会青年多次打砸被害人陈
某林雇佣的车辆等财物。

因多次打砸仍然赶不走陈某林，
2017年8月3日，符才花通过电话联
系王东方，提议用暴力赶走陈某林，
王东方同意后指使周乃忠负责。
2017年8月10日凌晨，陈垂汉、李运
天等 3 名社会青年在屯昌县屯城镇
永青冷库处，蒙面持刀砍伤被害人陈
某林致轻伤一级。

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
处王东方、周乃忠等 8 人五年六个
月、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省高院评析“菜霸”王东方案——

欺行霸市、欺压商户行为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从重处罚

⬅ 5月20日，航拍文昌
市锦山镇湖山溪尾罗非鱼养
殖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邢晓赢

“一直想回家乡做点事情，现在
机会来了，我决定回三亚创业。”今年
5月，加拿大籍华人陈婧回到三亚创
办了海南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旨在帮助海外企业、人
才、资源快速落地海南。

陈婧1969年出生于三亚市，大学
毕业后在三亚市一中担任音乐教师。
为进一步提升自身专业能力，1993年
陈婧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学习。

1997年，她远渡重洋，到加拿大蒙特
利尔市留学。2004年，她创办了华艺
音乐学校，这是蒙特利尔市第一所华
人音乐教育机构。

蒙特利尔市是加拿大第二大城
市，众多华人移民定居在此。在蒙特
利尔华人圈中，陈婧算是个“名人”。
2004年，她当选为蒙特利尔海南同
乡会第八届会长。“我深感肩上责任
重大，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要加快促进加拿大与海南的交流，让
更多人认识家乡。”陈婧说。

2005年，陈婧策划举办了“五月
大型海南联欢活动”，吸引了中国驻
加拿大使馆大使、总领事、各社团侨

领、海南乡亲等参加。2007 年至
2017年，陈婧还多次率团参加新加
坡、文莱、澳大利亚等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加强与世界各地海南乡团
的联谊交流。

为更好地宣传海南文化，陈婧还
创设了加拿大赋华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对海南进行旅游推介。2013年，在省
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中心联手蒙
特利尔海南同乡会举办了首届加拿大
中国海南文化节。

“过去的三亚只是一个小渔村，
如今已成为一座国际化城市。不管
是硬件基础设施还是软件环境，海南
的营商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陈婧

说，对海南的未来，她充满信心。
陈婧表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离不开人才，她回到三亚成立公
司，希望能通过自身在海外工作的经
验和资源，为三亚搭建一个引进海外
人才的平台，助力家乡人才引进。

对于即将举办的2019三亚华人
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陈婧很
期待。她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加强华
人华侨与三亚之间的交流联系，汇集
大家的智慧与资源。同时，她建议将
三亚华洽会做成一个品牌，不断丰富
内容与形式，成为华人华侨推动三亚
甚至海南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报三亚5月28日电）

加拿大蒙特利尔海南同乡会会长陈婧：

搭建服务平台 助力家乡引进人才
关注三亚华洽会

乐东通报两起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本报抱由5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纪乐通）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通报两起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乐东县林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林岩等人不
认真履职致使公益林地被毁和林地被违规占用问
题。乐东县林业局下属抱由生态公益管理站未认
真履行公益林保护职责，致使在2017年3月期
间，乐东县抱由镇坡拉村村民洪某某擅自在重点
公益林地上砍伐自己种植的马占相思树847株，
被毁林地面积10.16亩，立木蓄积量5.9383立方
米。县林业局林政股未认真履行林地监督管理职
责，致使2017年10月期间，某木材加工厂擅自在
其租用的24.15亩林地地块上用水泥硬化地面，
搭建铁皮棚，造成林地被违规占用。2018年 9
月，抱由生态公益管理站站长洪峰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2018年10月，县林业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林岩，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明俊，分
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乐东县交管总站驻站办主任陈尧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作驾校造成农用地大量
毁坏问题。2015年11月，陈尧在未办理任何土
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11.9755亩农用地
上动工修建练车场，改变土地用途，破坏了土地种
植条件，其中造成7.1445亩农用地破坏程度为重
度破坏。2018年9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陈尧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2019年4月，陈尧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通报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
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始终坚持“生态立县”，以对历史、对人民负
责的态度，为我省高起点谋划和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扛起乐东担当。

不符合帮扶条件的家庭成了贫困户

临高3人受党纪处分
本报临城5月28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刘峰 王鑫）5月27日，临高县纪委监委通报了3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委会副主任王伟章在贫
困对象动态管理工作中失职失责，导致不符合贫
困帮扶条件的王某莲家庭未能及时剔除，造成国
家扶贫资金损失8.4905万元，王伟章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临高县博厚镇新贤村党支部委员许伟纲在贫
困对象动态管理工作中失职失责，导致不符合贫
困帮扶条件的劳某群家庭未能及时剔除，造成国
家扶贫资金损失3.747万元，许伟纲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临高县博厚镇新贤村党支部党员劳招群故意
隐瞒其家庭真实收入情况被纳入贫困户，共骗取
了国家扶贫补贴资金共3.747万元，且至今仍不
愿退还涉案款物，劳招群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罗霞

“罗非鱼，鱼汤白，营养高，
喝光光。”

一提到罗非鱼，海口市民李
先生就会想起以前家里偶尔煮
的一锅白白的罗非鱼汤。“长辈
们都说，罗非鱼汤营养价值很
高，每次都要求喝得一滴不剩。”
李先生说。

有益菌“强鱼身”，中草药
“健鱼体”，精细养殖罗非鱼；进
车间先“体检”，出厂前再“体
检”，无菌加工罗非鱼……凭借
着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标准加工
生产、高质量品质保证等优势和
特点，如今海南罗非鱼不仅“游”
上国内消费者的餐桌，还成为许
多国外消费者餐桌上的“主角”。

“感动万宁”2018十大
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万城5月2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5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委宣传
部获悉，“感动万宁”2018十大年度人物评选结果
日前揭晓，李夏冰、全树清、符永川、郭仁庄、陈润
崛、祁甫宁、陈茂司、苏光平、陈菊兰、陈关孩、刘云
英、肖世义等10名个人或集体被评为“感动万宁”
2018十大年度人物。

从2018年12月起，万宁市广泛开展“感动万
宁”2018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通过组织推荐、
群众推荐、个人自荐、媒体推荐等方式推选出19
位人选，包括危急时挺身而出、救人后被烧伤却不
言悔的全树清，用生命谱写扶贫赞歌的李夏冰，身
残志坚、用椰壳雕出“最美青春”的符永川，救死扶
伤、老当益壮的“仁心医者”郭仁庄……

经网上投票和评委评审环节，结合个人或集
体先进事迹，李夏冰、全树清、符永川、郭仁庄、陈
润崛、祁甫宁、陈茂司、苏光平、陈菊兰、陈关孩、刘
云英、肖世义等10名个人或集体最终被评选为

“感动万宁”2018十大年度人物。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树立好典型，弘扬主旋

律，积累正能量，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万宁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感动万宁”十大年度人物能成为万宁各界的学习
榜样，学习他们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等精神，共同建设美好新万宁。

海南枫叶教育大区
首届国际教育论坛举行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叶媛媛）5月28
日，由海南枫叶教育大区主办的第一届国际教育论
坛在海口举行，本次论坛以“自贸区自贸港背景下的
国际教育本土化实践与探索”为主题，多位中外教育
专家、知名校长、教育工作者和业界大咖共聚海口，
探讨国际教育在海南的发展、使命和未来。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新学说公司创始
人兼CEO吴越，著名策划家、中国新教育智库主席、
中国新教育学校校长王永胜先后发表了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后，一场以“2035国际教育”为主题
的圆桌对话举行。4位教育专家聚焦海南教育发
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探讨海南面向教育现
代化的战略任务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思路。据
悉，当天共有300余人出席论坛。

多部门联合整治露天烧烤

海口城南便民市场
被罚4999元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计思
佳）5月27日晚，针对海口市琼山区城
南路露天烧烤扰民现象，海口市、区、街
道办三级联动，开展联合执法，联管联
治,对城南便民市场下达了《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并进行罚款共4999元。

当晚，执法人员来到城南路等路
段的露天烧烤区域，在丁村仙沟牛肉
店，发现该店存在乱搭建遮阳棚、卫生
脏乱差等现象，执法队员立即对其提
出整改要求，暂扣了出店经营物品，并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责令
限改通知书》。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成立专项整治工作组，在辖区内
开展拉网排查，持续开展露天烧烤专
项整治；综合执法部门要联合商务、环
保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实行严管重
罚，形成长效机制，维护市容秩序整洁
干净；成立督察小组，督促问题整改情
况，每天通报整改情况；鼓励市民对占
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进行举报。

◀上接A01版
货币补贴发放时间自申请人获取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对象资格证明的当月份
起计算。

其中，家庭可保障住房建筑面积大
于60平方米的，按60平方米计算；申请
人家庭月可领取租赁住房货币补贴额
大于申请人家庭租赁住房协议约定的
月租金额的，按其租赁住房协议约定的
月租金核发租赁住房货币补贴。

《办法》公布施行后，申请人家庭
已按本市规定标准领取租赁住房货币
补贴，但未实际通过市场租赁住房的，
在6个月的过渡期内可按原标准核发
补贴；过渡期届满，经复核其仍未实际
通过市场租赁住房的，终止发放租赁
住房货币补贴。

保障对象市场租房
可申领货币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