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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贪污、受贿等多项罪名

海南华电南亚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原总经理付国安被逮捕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记者金昌波）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南华电南亚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海南昌江）原总经理付国
安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一案，由昌江黎族自治县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付国安涉嫌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一案由昌
江县公安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19年5
月8日，昌江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
贿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对犯罪嫌疑人
付国安作出逮捕决定。该案现已移送海南省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书记、主任郭祥理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邹铭）海南日报记者5月30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昌江黎族自
治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郭祥理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郭祥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反组织纪律，在组
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有关问题；
违反工作纪律，干扰国家机关正常执法活动，充当
涉黑“保护伞”；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项目
施工等方面为他人提供支持和帮助，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

郭祥理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宗旨意识，心无戒
惧，目无法纪，对身边人管教不严，放任家人与黑
恶势力交友合作，并为黑恶势力站台，给党的事业
和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郭祥理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
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涉嫌受贿罪

昌江黎族自治县房产管理局
原局长文忠被逮捕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昌江黎族自治县房产管
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文忠（正科级）涉嫌受贿罪
一案，由昌江县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2019年5月24日，昌江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犯罪嫌疑人文忠作出逮捕决
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内销空间广阔

更早之前，季玲玲就品尝过海
南罗非鱼的美味。“以前曾经托人
帮忙买过罗非鱼排等产品，园里的
孩子都很喜欢吃。”对于食品，季
玲玲特别上心，“因为绝大部分出
口国外，所以海南罗非鱼的相关食
品安全标准高于一般的水产品，相
较于海鱼，罗非鱼在食物链条、生存
环境等方面，可控度、透明度也更
高。”

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标准加工生
产、高质量品质保证，是海南罗非鱼

“游遍世界”，受到国外消费者青睐
的原因。作为中国罗非鱼产量排名
第二的省份，海南罗非鱼90%出口
销往美洲、欧洲、非洲等50多个国
家和地区。

两面切片、机器去皮、人工磨皮、
四边修整、切口去刺、摸刺确认、称重
分级……近日，在海南勤富食品有限
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熟练地
加工着罗非鱼产品。

“这批是国外订单，不同国家
和地区对于去皮深浅有不同要
求。”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内贸
部经理周经纬介绍，去年该公司
国外、国内销量比例为 9：1。据
悉，2018 年，该公司出口水产品
1003 个货柜，2019 年计划出口
1300个货柜，同时国内销售金额力
争实现50%增长。

出口、内销齐头并进。周经纬
说，因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增长，目前
该公司的罗非鱼产品在部分电商平
台、连锁超市等均有销售，北京、上
海、江苏，以及西南地区等销量都不
错，市场反响也很好。

“做好内销市场，罗非鱼产值有
望实现几十倍增长！”海南翔泰渔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孝文对海南
罗非鱼的品质潜力充满信心，也十分
看好内销市场的发展空间。自2013
年加强国内市场销售以来，目前除了
新零售电商平台外，该公司的罗非鱼
产品销售范围还覆盖许多一线城市
的农贸市场、连锁商超，乃至餐厅酒
店等。

产品发展潜力大

海南消费者李先生是海南罗非
鱼的“鱼粉”，却常常买不到。

“因为不好买。”李先生说，“鲜活
鱼在普通市场可以买到，但是像出口
国外的罗非鱼排等产品，只能通过电
商平台购买，很不方便。”

销售海南罗非鱼的连锁超市不
多，且覆盖城市有限，电商平台基本
覆盖但销售品类不多……渠道较少、
产品单一等，难以满足国内市场日益
增长的消费需求。此外，消费者对罗
非鱼认识不深、了解不够，也阻碍着
海南罗非鱼“游”上更多餐桌。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海南罗非鱼
产品品质好、食用方便、性价比高，随
着省内乃至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的快速
增长，需要加快拓宽销售渠道、布局销
售网点、完善销售网络。此外，还应通
过提升消费体验，让更多消费者了解
海南罗非鱼，进而挖掘消费潜力。

在产品方面，不少消费者发现海
南罗非鱼口味变丰富了，有原味、新奥

尔良味等。“合作的餐饮店、酒店也向公
司反馈，希望再研发更多口味。”林孝
文表示，海南罗非鱼产品品质优、发展
潜力大，但是品牌知名度不够高、国内
消费者接受度不够高，因此海南罗非
鱼在国内市场的“游动范围”仍有限。

要让品牌更响

两大箱罗非鱼产品才购入没多
久，季玲玲就已经收到部分家长“建
议再组织团购”的信息。

让更多消费者认可并选购海南
罗非鱼产品，让海南罗非鱼“游”上更
多餐桌，是海南罗非鱼养殖户、加工
企业、行业协会、相关部门等社会各
界的期待。

翔泰、勤富等罗非鱼相关企业表
示，在进一步拓宽电商平台、超市门
店、经销商等销售渠道的同时，接下
来将深入调研市场消费需求，加快推
进产品研发工作，不断完善产品品类
和口味，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让罗非鱼‘畅游国内’，需要业
界同行、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等合力

助推。”林孝文说，海南翔泰渔业股份
有限公司将拓展“中央厨房”功能，

“通过加快研发酸菜鱼片、水煮鱼片
等产品，做好‘中央厨房’前期工作，
深化与餐饮店、酒店等的合作。”

省罗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
长韩雪峰说，下一步，该协会将加强
与餐饮店、酒店等的联系沟通，助推
我省罗非鱼相关企业与更多餐饮店、
酒店携手合作，并力促海南罗非鱼产
品以团餐的形式进校园、进企业等，
让消费者通过更多渠道和方式了解
海南罗非鱼。

许多罗非鱼相关企业希望我省
进一步加强海南罗非鱼的推介力度，
打响“海南罗非鱼”品牌。

“下一步，我省将指导罗非鱼相
关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稳步推进企业
转型升级。”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说，此外，我省将通过与国内外科
研机构合作、建立生产信息数据平台
等，强化区域管理与合作，不断提高
海南罗非鱼产品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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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讯）

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丰富产品品类，促进出口、内销齐头并进

让海南罗非鱼“畅游国内”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罗霞

收到两大箱罗非鱼产品
时，海口海之家幼儿园园长季
玲玲感觉像“接到了心心念念
的宝贝”。

“没有刺，给孩子们吃很放
心，而且产品都是出口国外的，
食品标准高。”通过海南智渔可
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等渠
道，季玲玲特别研究过海南罗
非鱼——品质有保证，而且营
养丰富、价格合适，所以她跟家
长们商量了一下，近日一起购
入两箱罗非鱼产品。

因品质优秀、味道鲜美、食
用方便、性价比高而“游遍世
界”的海南罗非鱼，如今慢慢
“游”上了国人的餐桌。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李婷）怀着对海南发展的
关切、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一场简单的
座谈会成了“会上答疑、现场办公”。

“针对各位专家刚刚提出的有关
住房、教育、购车、医疗等保障问题，其
中个性问题我们将一事一议，帮助解
决；共性问题我们梳理后会尽快汇报
和研究，尽全力协调各职能部门解决
问题，让大家安心在海南工作。”5月

30日，在海南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专家座谈会上，省委人才发展局副局
长夏琛舸话语恳切。

今年5月30日是第三个“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在省科协的组织下，20多
名专家在海口参加座谈会，他们都是来
自我省教育、医疗、海洋、农业、信息、金
融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多是去年4月
13日后海南引进的人才。

大家在海南的感受如何？工作和

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难题？结合各领域
工作对海南发展还有哪些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围绕这三点，专家们开诚布
公，畅所欲言——

“从去年起，我们团队就陆续从北
京来到三亚，并注册了公司。团队中
还有许多国际人才，希望他们的就业
和生活保障能跟上。”隆平生物科技
（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玉平说。

“我切身感受到，一家医院想要引

进优秀的专家型医生，医院科研平台的
建设和科研环境的营造非常重要。”海
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顾硕来到海南
后，对医院和医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尤为
关注，他认为重视这两者可以提升医院
的医疗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面对专家提出的问题，参会的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省委人才发展局、省科协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不时作出回应，不仅
对海南人才引进政策、新推出的购车政

策、买房政策等作了详细解答，也对海南
即将推出的人才服务政策作了预告。

“工作有所调动，难免‘伤筋动
骨’，但大家抱着一腔热血来到海南，
都想在这片热土建功立业，实现人生
价值。”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院长吴
波和大家有相同的感受，他认为，当天
这个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与相关职能
部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是一个很
好的节日礼物。”

本报金江5月30日电 （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 通讯员潘在
天）为贯彻落实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有关要求，推动签约项目尽快
开工建设，5月30日上午，澄迈县有
关单位依法对新加坡淡马锡丰树集
团澄迈金马物流综合产业园项目
（以下简称丰树项目）拟选址地块范

围内的违法种植绿化风景树等苗木
进行保护性清表。

在项目保护性清表工作开展前
期，澄迈金马物流管委会与澄迈华
侨农场、金马物流园区检察工作站、
荣物村居民小组等相关人员查明，
从种植苗木密集度、苗木管理情况
以及相关材料佐证等方面，判定该

地块上的苗木为违法抢种青苗，涉
及此次保护性清表地块的土地承包
户存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合法问题。
为此，金马物流中心联合大丰镇政
府、金马物流园区检察工作站等相
关职能部门通过走访、召开座谈会、
联席会议等多种方式多次与该承包
户进行沟通协商，要求承包户限期

清理所种植的苗木，但该承包户仍
然不同意清理，严重影响了省重点
项目建设进度。

为加快推动项目建设，金马物流
管委会等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在依法
依规开展入户张贴限期清表公告、在
报纸刊登公示等工作后，按照法定程
序对丰树项目拟选址地块进行保护性

清表。当天上午共完成清表面积约
29亩，为省重点项目的顺利开工建设
提供了保障。

据悉，丰树项目是澄迈重点推进
的省重点招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3.7
亿元（全外资），主要打造电商服务中
心（含部分跨境电商）、区域冷链分拨
中心、大型供应链基地三大功能区。

正值第三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省相关部门倾听人才心声、解决实际问题

一场专家座谈会变身现场办公会

澄迈依法开展丰树项目保护性清表工作
为省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提供保障

⬅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
公司工人将刚捕捞的罗非
鱼进行分装加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李婷

来自海南的一株油棕苗跨越大
洋，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生根发
芽，开枝散叶，成为海南与瓦努阿图绵
延情谊的印记。

5月30日，瓦努阿图总理夏洛特·
萨尔维一行即将结束访问海南的行程
时，他们收到了三份海南人民送上的礼
物。其中被无菌封装的“热油4号”油

棕新种质组培苗，不仅是15年来海南
与瓦努阿图密切往来的见证，更寄托了
海南与瓦努阿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继续开展农业合作的良好愿望。

15年前，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橡胶所组成的
一支专家队伍来到瓦努阿图，把油棕
种植技术带出国门，着手开展油棕引
种试种工作。现如今，瓦努阿图桑托
岛上的油棕长势好、林相整齐，产业化
规模种植逐渐形成。

“这是我国首个境外援建的油棕引
种试种项目。”中国热科院橡胶所油棕

研究团队负责人曾宪海介绍说，上世纪
50年代，中国热科院的专家扎根海南，
对油棕进行系统研究。依托已有的研
究成果，从2005年开始，中国热科院携
手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
单位，每年都派出专家赴瓦努阿图开展
油棕种植技术援助和合作。

曾宪海说，经过10多年引种试种，
油棕专家从9个试种品种中筛选出了适
宜当地环境特点的高产稳产油棕品种，
年均鲜果穗产量可达30吨/公顷，形成了
一个配套的抗风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建
立了占地1000亩的油棕试验示范基地，

为瓦努阿图油棕产业化开发打下基础。
2017年8月，中国热科院瓦努阿图

农业试验站在桑托岛挂牌成立。该试
验站旨在以油棕和速生林产业化技术
为突破口，力争建成一个集农林业科技
合作研发、技术示范与推广、技术培训
为一体的合作平台，积极推动瓦努阿图
农、林、牧业的发展，为中国“走出去”的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并以瓦努阿图为立
足点，向其他南太平洋岛国辐射推广。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从2004年至
今，中国热科院还积极举办援外培训班，
向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外国学员培训设

施园艺技术等，加深农业合作。
中瓦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扩

大，中国热科院与瓦努阿图的农业合
作构成了海南与瓦努阿图合作往来的
重要部分，厚植了双方情谊，密切了双
方合作。接下来，中国热科院还将再
赴瓦努阿图开展引种油棕品种的试种
调查，指导企业开展油棕种植管理，与
瓦努阿图棕榈油有限公司推进油棕商
业化栽培，并建立瓦努阿图需要的肉
牛示范饲养场，为其提供油棕林下经
济和热带饲草种植技术服务。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海南油棕种植技术在瓦努阿图“生根发芽”，两地农业合作不断深化

一株油棕苗深植中瓦越洋情

省教育系统“护苗宣讲行动”
首场报告会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叶媛媛）5月30
日下午，由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教育系统“护苗宣
讲行动”首场报告会在海口市实验中学初中部举
行，约500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冯
丽君，以“预防性侵 呵护成长”为主题进行演讲。
她从什么是性侵害、性侵害未成年人应受到的刑
罚、怎样预防性侵害以及遭遇性侵害该怎么办等
方面，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互动的形
式，开展防性侵主题法治教育，使中学生学会自我
保护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教育系统“护苗宣
讲行动”在海口启动后，还将陆续在其他市县进
行，每个市县将针对不同要点，邀请省教育系统

“七五”普法讲师团至少举办两场宣讲活动。讲师
团成员包含教育系统退休干部、中小学教师、大学
教授及律师等。

我省启动
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
活动将持续进行至12月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者韩小雨）为弘
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省教育厅5月27日
印发通知，决定于今年5月至12月举办第四届海
南省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

通知指出，活动期间，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
法网将开设网上“学宪法”专栏，提供各类宪法教
育教学资源。省内各级各类学校要以本次活动
为契机，深入推进宪法学习宣传，推动宪法教育
全覆盖见实效；要发挥课堂主渠道、学校主阵地
作用，推进宪法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要创
新形式，运用好第二课堂，将宪法教育融入到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和校园文化活动中，加强宪法
知识普及。

本次活动中，我省将举办第四届海南省学
生“学宪法讲宪法”比赛，赛事分为法治知识竞
赛和演讲比赛。其中，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各
高校需自行组织开展“学宪法讲宪法”法治知识
竞赛，遴选出优秀学生参加省级比赛。随后，我
省将通过省级比赛选拔优秀学生，参加今年11
月底举办的“学宪法讲宪法”法治知识竞赛全国
总决赛。

一版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