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内吊顶收尾，室外搭
架拆除，消火栓箱安装……
11月 29日上午，位于文昌
市东路镇约亭工业园区的
潭牛文昌鸡孵化厂二期扩
建项目内，各项工作正井然
有序进行，这也正是海南
（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潭牛文昌鸡公
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谋
划布局，助力文昌鸡产业发
展的小小缩影。

文昌鸡是文昌一张响
亮的名片，它不仅是“海南
四大名菜”之首，也是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海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省唯
一入选“国家队”的畜禽品
种。近年来，文昌市委、市
政府始终把文昌鸡产业作
为该市的特色农业，不断加
大发展力度，力促文昌鸡产
业实现专业化、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

在此背景下，潭牛文昌
鸡公司紧跟文昌当地发展
步伐，投资新建原种场、孵
化场、加工场，尽可能拓展
产业链、发展文昌鸡深加
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
过积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
头作用，为海南文昌鸡产业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项目建成后孵化厂总规模可达
年孵化鸡苗8000万羽，每年可提供优
质文昌鸡鸡苗4000万羽（母苗）。这
不仅能加快海南文昌鸡的更新，也可
提高优质文昌鸡的比例，大大促进海
南优质肉鸡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文
昌鸡生产向标准化、产业化、现代化方
向发展，极大的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
收。”11月29日当天，潭牛文昌鸡孵化
厂二期扩建项目现场，负责人信心满
满地介绍。

文昌鸡产业作为文昌市农业和农
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据统计，
2018 年文昌鸡饲养量达到 6825 万

只，出栏5105万只，同比增长6.1％；
产值21亿元，同比增长0.94％，占牧
业总产值的60％。2002年和2005年
文昌鸡品种和饲养管理规程分别获得
海南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认证。2004
年获得国家“原产地标志注册”（后改
为地理标志注册）殊荣，2009年 6月
又获得国家工商总局“证明商标”注
册。

“文昌鸡的规模化、标准化、销售
网络等目前已基本形成，但存在产品
单一、效益不高、品牌效应不明显、产
业链不完善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朱敏

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文昌鸡
产业发展逐渐进入瓶颈期，要取得突
破性发展，使文昌鸡真正变成“金鸡”

“世界鸡”，必须引进大企业参与产业
布局。

作为海南农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罗牛山集团早已涉足文昌鸡产业，旗
下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
在文昌深耕已多年。据悉，通过主动
招商，潭牛文昌鸡公司下属的包括文
昌鸡孵化厂、原种场、屠宰加工等在内
的一系列项目将落户文昌，助力文昌
鸡实现种苗、技术、品牌的远距离、大
范围输出。

大企业带动 扩大产业规模A

延长产业链 打造千亿级产业B

⬆ 海南罗牛山文昌鸡育种场，工作人员在鸡舍收鸡蛋。

➡ 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乌良蛋鸡场，工作人员给鸡打疫苗。 阮琛 摄

在“无鸡不成宴”的海南，无论是逢
年过节，还是走访亲友，鸡都成了待客
的佳品。

为此，文昌市通过编制《话说文昌
鸡》《海南四大名菜之首——文昌鸡的
故事》等多部书册，并利用多种平台宣
传报道，强力打造文昌鸡品牌文化，深
挖文昌鸡文化内涵，加大地理标志使用
管理力度，充分发挥地理标志保护和宣
传作用，进一步提高文昌鸡产品市场价
值和文化价值。

潭牛文昌鸡公司负责人表示，作为
一家深耕文昌多年的农牧企业，将在当
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除了将产业链中
科研、种业（选种、育种、扩繁）、养殖、饲

料、加工、冷链、包装等环节进行整合以
外，将创新品牌发展模式，推动文昌鸡
学校、文昌鸡文化园包括文昌鸡教育创
意体验乐园，以及文昌鸡主题相关的动
漫、电影、游戏等创意项目尽快落户文
昌，引领并推动文昌鸡的产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实现品牌
价值。

文昌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将发挥政
府的引导作用，与大企业携手将文昌鸡
打造成为海南的美食文化代言，成为全
国的知名品牌，成为世界文化中一抹亮
丽的风景线，让文昌鸡产业真正成为农
民脱贫致富和振兴文昌经济的支柱产
业。 （策划/撰稿 容朝虹）

11月29日清晨，在潭牛文昌鸡公
司鸡屠宰加工厂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地
进行消毒、分装、打包。“打包好的冰鲜
鸡和冻鸡可销往省内各大酒楼、餐馆、
大型商超，以及广州、深圳和港澳等地
区。”该加工厂厂长周宏伟介绍，随着元
旦以及春节等销售旺季即将来临，文昌
鸡深加工产品的销售量也逐渐加大。

“现在海南文昌鸡产业中大约80％
以上都是以活鸡在岛内销售，属于初级
农产品，难以形成品牌，附加值不高，也

很难辐射到更远的岛外市场。”潭牛
文昌鸡公司副总经理张庆表示，
文昌鸡产业要真正做大做强，
一定要延长产业链，走深加工
这条路，而这也正是该公司
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推出
的冰鲜鸡、盐焗鸡产品畅销
岛内外，下一步还将推出白
切鸡、板鸡、香辣鸡等产品，
不断丰富产品类型，覆盖更
多的地区和人群。”

朱敏介表示，文昌鸡产业要实现
“千亿级”目标，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是关键。只有实现产品的单
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才能补强产业链短
板，提升规避风险能力，产业的发展也
才会更加均衡和完善。

不仅如此，为促进文昌鸡产业发
展，近年来在文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先后制定了
《文昌鸡产业发展规划》《文昌鸡品种标
准》《文昌鸡饲养管理技术规程》《文昌
鸡肉产品质量要求》等地方标准。

与此同时，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结合区块链等前沿信息化技术
的运用，建立起贯通文昌鸡全产业链的
智能信息体系和完善的文昌鸡质量安
全可追溯体系，从文昌鸡育种育苗、养
殖、屠宰加工、销售贸易及饲料加工等
产业环节实行动态监测，把文昌鸡打造
成特色、优质、高端、安全、放心的绿色
食品，力争让文昌鸡产业在壮大的同
时，朝着专业化、健康化方向发展。

深挖文化内涵 不断提升品牌价值C

潭牛文昌鸡公司拓展文昌鸡产业链，发展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助力文昌打造“千亿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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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遇到台风暴雨天气，我们
这个小区的大门就被齐膝深的积水封住
了。”12月2日，三亚市吉阳区丰兴隆榆
亚新村小区67岁的居民陈贻娥激动地
说，“去年在我们小区进行了‘海绵化’改
造，下大雨就积水日子一去不复返！”

为了让丰兴隆榆亚新村小区居民
不再受内涝之苦，2018年三亚不但在
该小区内进行“海绵化”改造，而且在
小区之外数百米处兴建了丰兴隆桥头
公园。这个公园的草地和地下管道，
可以吸纳和疏导洪水。

对于城市内涝，三亚的外来从业
者也深有体会。

“以前雨天接到乘客去凤凰路、迎
宾路，我心里就发怵，因为那时候雨季

一来，城市就要‘看海’，车子根本驶不
过去。”来自安徽的魏志贺已在三亚当
了7年出租车司机，他感慨：“现在好了，
暴雨天经过这两个路段都很畅通。”

凤凰路、迎宾路这两个路段的大变
化，主要得益于东岸湿地公园的建设。

2016年以来，三亚实施陆地39.27
公顷、水域27.5公顷的东岸湿地公园项
目，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修筑了
100余个陂塘，拓宽了排洪通道。

2019年5月，东岸湿地公园建成，
成为三亚最大的淡水湿地公园。此后，
迎宾路、凤凰路、月川中路等路段，逢雨
必淹必堵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计显
示：三亚市“海绵城市”试点区域共

20.3平方公里，已完成工程项目106
个。其中，“海绵化”改造老旧小区40
个，改造与建设道路3条，建设公园7
个，治理河道湖泊等3个，铺设管网及
排水防涝设施93.4公里，消除易涝点
13个，治理黑臭水体4个。全市“海
绵城市”建设计划总投资50.6亿元。

根据三亚市多个部门监测，“海绵
城市”试点区域内的下洋田、凤凰路嘉
宝花园等较为严重的内涝点，经受住
了“山神”“贝碧嘉”“木恩”等台风和强
降雨的考验，未出现严重积水问题。
同时，全市新增绿地面积136公顷、生
态岸线13.5千米、水域面积7.1公顷。

省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游耀说：“由
于采取上截、中蓄、下排等多段分解法

治水，三亚减少了长期的水安全隐患。”
“上截”，就是将三亚金鸡岭山体

雨水截流至东岸湿地和三亚西河，使
之不进入城市建设区；“中蓄”，就是利
用东岸湿地、抱坡溪湿地、腊尾山塘、
山水国际山塘等多个湿地山塘等水体
调蓄；“下排”，就是对部分地势低，难
以靠自流排出且竖向标高改造困难的
区域点，用雨水泵站进行强排。

谈及“海绵城市”建设经验，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
三亚注重顶层设计，出台了《三亚海绵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编制完
成《三亚市海绵城市总体规划》，分区
分类制定“海绵化”指标。尤其是《三
亚市海绵城市试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

划》，将“海绵化”指标纳入控规中管
控。如今，“海绵化”设计已深深融入
城市规划建设中。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曾经肆虐的暴雨，如今却化害为利。

在对雨水进行资源化利用方面，
通过“海绵化”建设，三亚将收集到的
雨水用于区域绿化和道路用水，雨水
资源可使用量全年达370万立方米。

“我们厂将处理达标的尾水作为中
水水源，用于河流生态补水。”提及对再
生水进行资源化利用，三亚荔枝沟水质
净化厂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在试点区
等区域形成局部分质供水系统，使之回
用为城市杂用水，海绵城市试点区中水
回用率预计可达37%。” （撰文/平宗）

完成项目106个，改造40个老旧小区，消除易涝点13个，雨水资源可用量全年达370万立方米

三亚：“海绵城市”破解“城市看海”
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指城
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
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
市”。国际通用术语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
建”。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
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在建设中，要统筹城
市地上地下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
子”。另外，“海绵城市”材料实质性应用，表现出
优秀的渗水、抗压、耐磨、防滑，以及环保美观多
彩、舒适易维护和吸音减噪等特点，成了“会呼吸”
的城镇景观路面，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让城
市路面不再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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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三亚“海绵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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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海绵城市建设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