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浦：

石化产业集群
加快形成

10月30日，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山东高速石化新材料产业基
地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沥青
储罐预制钢板焊接安装等作业，
工程正有序推进。

山东高速石化新材料产业基
地项目，由山东高速海南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35亿元建设。项目
计划建设年产200万吨沥青生
产装置、120万吨石脑油制芳烃
装置和配套公用工程等。该项目
建成后，将对洋浦开发区石化产
业集群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进一
步提升开发区石化产业规模和层
次，并有力拉动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摄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许晶亮）海南日报记者
11月 2日从海口市琼山区政府获
悉，该区将建智能绿建科技产业园，
服务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助
力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和民生保障。

据介绍，住建云平台将落户该产

业园区。住建云平台由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指导，依托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北京
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北大数据
研究院等单位，联合院士专家领衔的
技术团队，共同构建完成。

琼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住建云

平台主要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建筑
行业政务服务、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
数据应用、设计运维软件共享、全建
筑行业培训服务、全国建筑行业信息
交易、全国建筑材料交易、BIM数据
库等大数据应用服务。

自“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开展

以来，琼山区严格按照“六个一”责任
模式精细化管理项目，践行“一线工
作法”做好跟踪服务和督查督办。目
前，该区新开工建设农村生活污水
（一期）等6个项目，57个在建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9月份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6.56亿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海口琼山将建智能绿建科技产业园
服务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鹏）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建（万
宁）建筑产业化基地项目部获悉，
该项目自今年 7 月 18 日开工以
来，进展顺利，目前已经进入厂房
结构施工，预计年底进入试生产。

目前该项目装配厂厂房建设
已完成 70%，正在对厂房顶部进

行施工，其中生产线和搅拌站的
基础工程已完成，将同步安装生
产设备，预计年底投入试生产。

海建（万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
地项目位于万宁市礼纪镇工业
区，占地面积 130.89 亩，计划总
投资约 2.8 亿元。项目建成后，
每年可达到产量 15 万立方米混

凝土构件，预计可实现营收入约
5.6 亿元，投资回收期 3.22 年，未
来将发展成为集研发、设计、生
产、施工一体化的装配式建筑全
套技术服务商。

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开工以来，现场施工采用了穿插
施工，钢结构安装与生产线进行

同步施工，并加大了吊车吊装半
径和吨位，同时针对部分安装强
度不够的部位，提高了混凝土标
号，为项目提供了安全和质量保
障。将继续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千方百计保障项目进度，保安全
质量，确保按照工程计划进入生
产阶段。

项目进展顺利，已进入厂房结构施工

海建（万宁）建筑产业化基地预计年底试生产

乐东加快教育
硬件设施建设
斥资2260万元
实施7个教育资金项目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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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特约记者 何光兴

位于文昌市锦山镇的湖山溪尾
罗非鱼养殖场内，一口口罗非鱼养殖
池塘被绿意包围，鱼儿在池塘里畅游
撒欢。这里是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也是海南勤富实
业有限公司多个养殖基地中的一个。

“我们养的罗非鱼质量有保障，远
销欧美等地。”近日，海南勤富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勤富说起该公司的发
展情况时颇为兴奋。

周勤富，人称“海南罗非鱼大王”，
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在海南养殖罗
非鱼。在他的带领下，勤富公司已经
发展成为一家集水产养殖、饲料供应
到水产加工、出口贸易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经营的现代化企业。近些年，勤

富公司每年的罗非鱼产品销售额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去年的销售额
近4亿元人民币。

树品牌
标准化养殖罗非鱼

周勤富是浙江丽水人，为帮助家
庭摆脱经济困境，16岁初中毕业后便
开始打工，练就了一手养鸭的好技
术。1984年，19岁的周勤富背上行
囊闯海南，在海南岛饲养起麻鸭。

为了带动当地农户共同致富，周
勤富把浙江先进的养鸭技术和模式带
到了海南，引起了一阵养鸭潮，成了名
副其实的“麻鸭司令”。1988年开始，
海南麻鸭市场和禽蛋市场几近饱和，
周勤富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谋划。

“一个意外的收获，让我从‘鸭司

令’成功地转型成了‘罗非鱼大王’。”
周勤富说，1990年，他从台湾商人那
里第一次接触到罗非鱼，“这种鱼产于
非洲的莫桑比克，适宜在 25℃～
35℃的水中生长，海南具备这种条
件，我看到了海南养殖罗非鱼的商机
和广阔前景。”

从1991年起，周勤富开始养殖罗
非鱼，并不断扩大养殖场规模。“如今，
产品已经出口到美国、欧洲等地。”周
勤富说。

在周勤富看来，创业艰辛，需要坚
定的信念。2000年，由于全球经济不
景气，罗非鱼外贸订单锐减，许多养
殖户亏本严重，纷纷转让鱼塘转行。

“但我认为，这是机遇。”在这样的情
况下，周勤富坚持自己的判断，大量
收购基础较差的鱼塘重新进行改造。

“不仅如此，为推广罗非鱼标准化
养殖，建立自己的品牌，2000年3月我
还向省工商局申请注册成立了海南勤富
实业有限公司。”周勤富介绍说，至今，公

司的罗非鱼养殖基地已扩展到 1.5万
亩，基地全面推广了“六统一”的标准化
养殖模式，即统一供应鱼苗、统一供应养
殖投入品、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组织生
产、统一质量检测、统一捕捞加工。

拓市场
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勤富公司罗非鱼的规模发展，迅
速产生了社会效应，不少农民纷纷投
入罗非鱼养殖行列。但问题也随之而
来：罗非鱼产业规模越来越大，销路怎
么办？

“当时，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难
题。后来，我经过调研，在充分了解国
际罗非鱼市场消费行情的基础下，我
做出大胆的决定，投资1.26亿元创办
罗非鱼加工厂。”周勤富介绍，2007年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每
年联结和带动当地农户4085户，收购
加工罗非鱼原料总量达60多万吨，出

口总值约3亿美元。
“此外，我们还实现了从种苗到餐

桌的产业化链和可追溯管理。通过多
年的努力，公司通过了ISO22000认
证、HACCP验证、美国 BAP认证、欧
洲BRC认证、ASC-COC认证、BSCI
社会责任认证、ISO17025认证。”周
勤富说，这些认证既是“勤富产品”国
际市场准入的通行证，也是勤富食品
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市场上百战不殆
的根本保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勤富
公司研发生产的各种水产品已有50
多个品种，罗非鱼产品已销往世界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文昌市也因此获得
了“中国罗非鱼之乡”殊荣。

“未来，我们将积极响应党委政府
号召，整合资源优势，积极承担更多国
家重大项目，参与‘一带一路’务实合
作，为实现海南渔业跨国发展而努
力。”周勤富表示。

（本报文城11月2日电）

民企人才创新创业风采

海南勤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勤富:

从“鸭司令”到“罗非鱼大王”

2019年全国重点网媒海南行启程

全方面多角度立体化
展示美好新海南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李文粹）11月2日，“壮丽新时代 美好新
海南”——2019全国重点网媒走进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大型采访活动在海口启动，来自全国60多家
重点网媒的百余名编辑记者踏上发现海南之旅，
将用镜头和笔讲述海南故事，充分展示新中国成
立70年以来海南的发展变化。

启动仪式上，省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邀请全国60多家重点网媒的编辑记者到海南，希
望从不同的视角宣传海南、推介海南，深度挖掘海南
各市县的发展新成就、人文新魅力、经济新亮点。

据介绍，此次海南行活动为期7天，采访团一
行将走进海口、临高、五指山、陵水、三亚5个市县，
零距离体验、感受、了解海南的风土人情、城市建
设、乡村振兴、科技发展等成就，通过图片、文字、视
频、微信、微博等多种方式，全方面、多角度、立体化
地报道砥砺前行中的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南海网
将对采访活动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传递全国各重点
网媒编辑记者在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据悉，此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和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
网承办。

东方拆除15处违法建筑
拆除面积达6637平方米

本报八所11月 2日电 （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 林霜 吴珊）为继续加大“两违”整治力度，遏制
非法买卖土地、违法乱建之风，东方市开展集中拆
违行动。11月1日，东方市政府组织多部门对大
坡田村、小岭村15处违法建筑进行依法强制拆
除，拆除面积达6637.41平方米。

据悉，本次拆除的15处违建涉及外村人在本
村非法买地，未经许可擅自建设私宅、铁皮棚等建
（构）筑物。截至11月1日晚7时许，拆除任务基
本完成。

根据省委、省政府“两违”工作任务，10月18
日东方召开全市“两违”整治推进会部署集中清理
重难点问题，自10月25日以来，东方市依法强制
拆除大坡田村、小岭村40处1.12万平方米违建。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方共拆除“两违”617
宗，建筑面积达15.58万平方米，有力地震慑违法
行为人，有效遏制违建之风。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1月1日12时-11月2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7

10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6

24

1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定安本月将完成
今年危房改造任务

本报定城11月2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荣海）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近日召开的危改
创优保优动员会上获悉，定安加大推进危房改造
力度，截至 10 月 17 日，完成今年总任务量的
98.5%。

据了解，今年省下达定安危改任务848户，对
已有存量要全面完成改造，对新排查出来的存量
要基本完成。截至10月17日，定安总存量1020
户，开工1018户，竣工1004户，入住982户。

定安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定安出台了
集中供砂制度，对本年度危改户优先供砂。截至
9月30日，共集中供应河沙19批次，2834户次、
5.66万余立方米，加速危房改造工作的完成。同
时，定安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机制，6月底前竣工并
入住的贫困户，可获得奖励1万元；7月底前竣工
并入住的，奖励5000元；8月底前竣工并入住的，
奖励3000元。

下一步，定安将做好精准摸底、核准到户，实
时掌握最新动态，时刻督促危改户加快危改进
度。同时全力加快施工进度，目前危改尚未全面
竣工的镇，将明确跟踪责任人，确保在11月中旬
前全面竣工入住。

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
本月底将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吴
业强）第四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将于11月27
日至30日在海口举行，将围绕国际趋势展望、年
度数据发布、细分市场研讨、海南特色文化体验考
察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活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1月1日从大会承办单位获悉的。

本届大会由中国饭店协会与海口市政府主
办，中国饭店协会住宿业事业部、海口市商务局、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承办。大会将举行开
幕式、主论坛、中国绿色饭店年会、海南餐饮增收
与模式创新峰会、中国高端酒店星厨大会、中国
（海口）文旅产业论坛暨海南乡村旅居峰会、海南
智慧酒店发展论坛、海南特色美食文化品鉴交流
会等活动。

据了解，自2016年以来，中国国际饭店业大
会已在海南连续举办三届。本届大会将展示全国
饭店业高质量发展经验与成果，探讨绿色引领、文
化创新、人才培育、科技赋能、区域协调的发展新
路径和新动力。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梁
振君）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
革委获悉，该委将组织开展琼西北供
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据悉，
琼西北供水工程骨干工程静态投资
45.72亿元，设计供水量4.42亿立方
米，其中从松涛水库年均引水量3.14
亿立方米，可解决72万亩设计灌面
的农业灌溉、63万人生活和城乡工
业用水问题等。

省发展改革委10月 29日披露
的信息显示，琼西北供水工程是整个
琼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的关键性工程，
与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天角潭水利枢
纽工程及松涛东灌区联合，保证北部
地区水安全。项目已经列入《水利改
革发展“十三五”规划》《海南水网建
设规划》以及《海南省水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等重要规划。

琼西北供水工程是为了满足儋

州市及白沙黎族自治县部分区域
供水、灌溉、生态需水要求，规划兴
建的跨水系、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
工程。工程以南渡江松涛水库为主
水源，与当地水资源联合调度，实现
南渡江对春江、北门江、珠碧江、水
鸣江等独流入海河流的连通和补
给，以大带小、以多补少、以干强支，
联合调度，全面提升儋州西部及西
北部地区、白沙西部地区水安全保

障能力，为区域承担自贸试验区、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新定位提供
基础支撑。

琼西北供水工程将从松涛水库
年均引水量3.14亿立方米，可解决
72万亩设计灌面的农业灌溉、63万
人生活和城乡工业用水问题；同时，
置换部分独流入海小流域生态水
量，保证枯水期生态流量下泄。工
程渠首闸至大成分干分水闸段设计

流量 27立方米/秒，扩建新建输水
线路总长度294.52公里，其中西干
渠总长48.97公里（不含大成至水鸣
段长度），琼西北供水工程建设征地
主要涉及儋州和白沙。骨干工程静
态投资 45.72 亿元（其中工程部分
33.53亿元，建设及施工场地征用费
10.32 亿元，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1.88 亿元），田间工程静态投资
15.61亿元等。

琼西北供水工程前期工作稳步推进
将满足儋州白沙部分区域供水、灌溉、生态需水要求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林东）海南日报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乐东黎族自治县“两个确保”百日
大行动工作调度会上获悉，该县共
实施教育资金项目 7 个，总投资
2260万元。其中2018年开工6个
教师周转房项目，今年启动乐东中
学教学教辅用房项目。

在2018年开工的教师周转房
项目中，黄流二中教师周转宿舍、乐
罗中学教师周转宿舍2个项目现已
完工；万冲镇中心学校教师周转宿
舍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98%，千家
中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完成总工程
量的85%，大安中学教师周转宿舍
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83%，冲坡中
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完成总工程量
的85%，今年底可望全部完工。

据了解，今年启动的乐东中学
教学教辅用房项目，10月25日已
完成中标公示，预计年底可完成总
工程量的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