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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晓梦）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我省
全面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核发工
作，已完成33个行业2995家排污单
位的发证登记。

核发排污许可证是探索实行发证

与证后监管联动、开展已发证企业证
后评估及执法检查的关键环节。今年
上半年，我省还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清理整顿发证登记工作，实现了
33个行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的全
覆盖。

我省生态环境部门计划在今年8
月底前全面完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
实现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核发监
管全覆盖；探索建立“一证式”排污许
可监管制度；开展执法监管工作，重点
打击无证排污、违法排污行为，促进排

污单位依证排污、自证守法。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年底，我省通过《海南省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这是排污许可改革以
来全国首个排污许可地方性法规。
《条例》首次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

了生态环境部门通过排污许可证载
明水、大气、土壤、固废、噪声等各要
素环境管理要求，给出了“一证式”综
合管理的路径；强化了排污单位主体
责任，逐步提高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
效能。

我省推进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理
完成33个行业2995家排污单位发证登记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艺娜）海南日报记者16
日从省旅文厅获悉，由省旅文厅和
琼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年（第
八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将于6月
19日在琼海开幕。在本届乡村旅游
文化节上，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乡村旅游与扶贫论坛、乡村旅游文
化和非遗图片展、乡村旅游公益骑
行徒步活动等十大活动精彩纷呈，
为期一个月的2020海南热带乡村

旅游月将为市民游客奉上海南乡村
旅游文化大餐，让更多游客体验不
一样的热带海岛乡村风情。

今年乡村旅游文化节主会场琼
海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温泉
之乡”美誉。这里有风光旖旎的万泉
河、充满传奇的红色娘子军、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以及北仍村、沙美村
等一批椰级乡村旅游点，琼海乡村旅
游一直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睐。

作为海南最具知名度的乡村旅

游节庆品牌，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已成功举办七届。今年的乡村旅游
文化节，主办方将以文化为魂，以旅
游带农产品，通过十大主题活动推
广海南乡村旅游新产品、新路线，助
力乡村旅游发展。据组委会介绍，
除在万泉河广场举办的开幕式和在
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举办的闭幕式
外，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还组织推
出了其他8项精彩活动，如琼海乡村
旅游推介会、琼海美丽乡村采风、乡

村旅游与扶贫论坛、乡村旅游文化
和非遗图片展、海南（琼海）旅游美
食与特色农产品展销会、乡村旅游
公益骑行徒步等，全面展示我省乡
村旅游发展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文化节期间，主办方
还将会在海口、三亚等地连续4个周
末举办“千车万人进乡村”推广活
动以及为期一个月的2020海南热
带乡村旅游月活动，进一步推动海
南乡村旅游发展。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习
霁鸿）6月14日，海口名门广场海南
端午美食文化节名粽展销现场，海
口市民温强手中拿着两盒粽子喜笑
颜开。“没想到真的能优惠，这真的
太好了，1块钱的代金券可当30块
钱花。”温强口中的代金券指的是他
在2020年定安粽线上推广活动中

抢购到的优惠代金券。无独有偶，
家住名门广场附近的蒋女士也通过
抢购代金券为家人优惠买了三箱粽
子。这一幕，在活动期间经常上演。

传承定安粽、展示定安粽、品味
定安粽、购买定安粽。2020年定安
粽线上推广活动是定安县人民政府
在端午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推出的一

场活动，活动从6月13日启动，持续
到6月20日。活动期间，消费者可
以在“爱哪哪”线上平台以 1元抢
30元代金券，消费满160元可使用
一张代金券抵扣30元。此次参加
线上优惠券活动的商家包括创味
美、优禄禄、春阳、定安定城兴顺酒
店、大福口等定安粽子知名品牌。

购买优惠券的消费者，活动期间可
以到指定商家凭券优惠购买，在指
定地点现场提货。

此次活动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
欢迎，代金券很快所剩无几。针对这
种情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会根据
实际情况动态补充代金券，满足消费
者的消费需求，直到活动结束。

1元抢30元代金券

定安粽子线上活动火热进行中

陵水拆除
200亩养殖池塘

本报椰林6月16日电（记者梁君穷）为加快
推进退塘还林还湿工作，6月15日，陵水黎族自
治县开展执法整治行动，对黎安镇大墩村养殖池
塘进行清退拆除工作，拆除面积约200亩。

拆除现场，养殖户已搬迁完毕，电源已切断，
大墩村组织联防队员拉起安全隔离带，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后，出动了3台挖掘机对池塘进行破塘
和填埋作业，对大墩村沿海的鱼虾养殖池塘依法
进行拆除。

据了解，拆除范围涉及大墩村3社的8户养
殖户，拆除池塘面积约为200亩。下一步，黎安
镇将在退塘的基础上种植红树林以净化海水，改
善该区域水质污染的问题，为众多的鱼、虾、蟹、
水禽和候鸟提供栖息和觅食的场所，营造和谐的
生态环境。

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19日琼海开幕
十大活动精彩纷呈

助力激活商业生态

海南银联发放
42万元消费券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高若浅）为助力激活城市商
业生态，加速畅通经济社会循环，6月
16日，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再次投放
消费券3.4万张，金额42万元，截至目
前，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已经累计发
布四期消费券，金额累计100多万元。

在省商务厅、省大数据管理局的
支持下，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银联商
务海南分公司4月20日起推出“重振
引擎 助商惠民”消费券系列活动，4
月20日开始向海南省内消费群体发
放第一期通用型消费抵扣券，目前已
经发布四期，其中发放10元券10.5万
张，30元券1.3万张。6月16日银联
投放该活动的最后一期3.4万张消费
券，金额达42万元。

广大消费者可以通过登陆健康码
平台，在专属页面领取“云闪付消费
券”，在指定合作商户处通过云闪付
APP支付，满足条件便可直接抵扣。活
动商家包括50余家全省知名超市便利
店餐饮和酒店品牌商家，让市民百姓享
受到的是最实在便利的消费优惠。

与此同时，2020年6月16日至9
月30日，银联超市节活动正式启动，
在惠及消费者方面，自4月以来中国
银联海南分公司大手笔不断。银联超
市节期间的每周二，在活动便利店使
用云闪付APP二维码支付，可以参与
消费优惠。

海口查处190箱
违规入岛海螺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陈
创淼 柴文娅）海南日报记者6月15日从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海口支队新海派出所获悉，14
日凌晨3时许，该派出所在海口镇海码头查处190
箱没有检验检疫手续的违规入岛海螺，以及参与交
易海螺的22人。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新海派出所民警符校介绍，该派出所此前已
接到情报，会有一批违规入岛的海产品从码头上
岸。从14日0时开始，民警就通过海岸线视频管
理监控系统的大屏幕开展监控。3时许，民警们
发现4艘快艇在镇海码头靠岸，有人从快艇上搬
下泡沫箱装上了停在岸边的货车内。

为避免打草惊蛇，10名民警身着便衣在5分
钟内就赶到现场，立即将正在装卸泡沫箱的22名
人员和5辆货车、10辆三轮车包围。经检查，泡
沫箱里全是没有检验检疫手续的违规入岛海螺。

“这批海产品都未通过正常的运输渠道，没有
检验检疫手续违规入岛，由临时渔船运输，岸上的
人接货。据初步了解，这批海螺应该来自湛江。
对于查处的人员和海产品，派出所将配合相关职
能部门进行进一步调查，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无害化处理。”新海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
派出所查处过违规运输入岛的牛肉、羊肉等，海产
品还属第一次。

海口市秀英区目前已建设完成25公里的海
岸线视频管理监控系统。同时，该区要求由属地
镇街牵头，辖区边防派出所配合，组织人员在长流
镇镇海村、西秀镇荣山寮村和新海村3个渔船停靠
岸较多的区域设立执勤点，通过定点执勤与24小
时巡逻查控机制，以斩断疫情海上输入链条。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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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粽子新口味
创新中求发展

儋州粽子生产非常讲究，虽然是一
种传统产品，但技术含量非常高。经过
32道工序12小时煮熟而成，香而不腻，
糯而不黏。如今“儋州粽子”声名远扬，
远销外地，成为吸引省内外消费者的特
色美食。

为了将地方美食产品化，将产品标
准化。深耕“儋州粽子”发展的企业家们
一直在努力，不断研究创新，在保留记忆
中的味道基础上，努力将口味多样化，款
式多元化。让产品更加符合时代需求和
市场需求。

海南海殿堂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是一家专卖儋州传统特产海产
品的专业品牌。公司以临港产业为基
础，以海洋产品产业为主，该公司生产的
粽子也主打海鲜口味，将传统的儋州粽

子口味与儋州海产品结合，研发出鲍鱼
海鲜粽。

“我公司早期生产有伏波虾米粽，今
年2月份研发出鲍鱼海鲜粽，原材料有增
加，工艺有调整。干鲍鱼、干鱿鱼、干虾
米，结合黑猪肉、咸鸭蛋，口感更丰富。”
海殿堂特产创始人陈子钰介绍，今年产
品研发在去腥方面做了很大的优化，不
但保留了海产品的鲜味，也提升了粽子
的口感。

除此之外，该公司在产品包装上
也颇下功夫，推出两个粽子的乐享
装。“受今年疫情影响，我们研发出两
个装的小礼盒，每个盒内还配有一次
性手套和湿纸巾，包装用心、经济实
惠，打造出一个‘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暖
时光’的贴心理念。”陈子钰说，今年企
业发展很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
还能坚守在一起，这是一件很温暖的
事情，他们也希望通过更加贴心用心
的产品服务，让儋州粽子也有时尚范

儿，更接地气。

线上线下齐努力
销售渠道有创新

6月13日至14日，2020年海南端午
美食文化节在海口火热开幕。儋州市12
家粽子生产企业踊跃参与。两天下来，

“儋州粽子”现场销售2000个左右，订单
达50万个左右。

近年来，为了将“儋州粽子”品牌
推广出去，儋州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曾先
后举办了儋州百家粽子品评会、儋州
风味小吃推介会、儋州美食品鉴会、儋
州粽王美食文化展示品尝等活动，打
造了儋州粽子等一批具有儋州特色的
美食。

同时，紧跟互联网时代风口，围绕端
午文化、名粽饮食文化等，创新儋州粽子
营销手段，开创产业全面开花新格局。

“借助现在的网红直播力量，我们可
以走得更远。当前儋州粽子线上销售发
展迅速，需要在品牌化上继续发力，在产
品的形象塑造、周边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进一步打通销售渠道，并通过产业链优
势互补，提升产能，支持产业进一步发展
壮大。”儋州市粽子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文德福介绍，目前，“儋州粽子”主要销售
电商平台有天猫、京东、淘宝、抖音、微店
等。他们希望借助互联网平台，大力宣
传、推广儋州粽子这一品牌，进一步提升
儋州美食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儋州的
吸引力。

目前，在儋州从事粽子生产加工的
公司普遍拥有完善的电子商城平台，采
用互联网营销模式，加盟商及客户均可
通过电子商城完成订单，一站式购物，配
送到家，即享美味。

“儋州粽子品质好、味道香，深受客
户的喜爱。”儋州五哥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黄俊伦介绍，公司近年来也在尝试通

过抖音、淘宝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推广，
据统计，公司今年截至目前的线上销量
比前年同期增长50%左右。

据了解，儋州粽子2015年全年的销
量有850万个，2016年端午节后至2017
年端午节期间，儋州粽子产销3036万
个，销售额达3.6亿元。经过不断的努力
创新，“儋州粽子”已走进全国近30个省
（区）市，主要辐射广东、江浙地区。

守望相助共扶持
小小粽子情意多

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儋州粽子产业发展，把儋州粽子作为九
大特色农产品重点打造；2016年，儋州粽
子被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范围；
今年被纳入第一批海南省重点保护商标
名录。

据了解，为帮助儋州市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渡过难关，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今年端午
节来临之际，儋州绿色村镇银行授信
2000万元助力儋州粽子产业，解决儋
州粽子企业在原料采购、成品制作等
方面的问题。

“这笔钱真的犹如一场及时雨，解
决了我们在儋州粽子生产上的困难。”
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传明
高兴地说。不仅如此，儋州市粽子行业
协会今年以来还积极联系各家快递公
司，沟通减少快递邮费，减轻企业成本
负担。

“儋州粽子”的发展，不仅慰藉了
岛内外食客的舌尖，也对当地扶贫产
业有很大帮助。据了解，儋州市粽子
行业协会近 50 家会员企业在今年端
午节前生产期间提供了800个左右的
就业岗位，其中包含贫困户 235 人。
粽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带动了当地
的种植养殖产业及就业，其中包含了
糯米、猪肉、粽叶、鸭蛋等种植养殖产
业，以及物流、销售等产业链，极大推
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撰文/沐梓

研发多种口味 多平台营销 政企携手扶持

儋州粽子以创新赋能产业发展

端午节将至，令人垂涎三
尺、香味扑鼻的美食当粽子莫
属。海南粽子以肉馅居多，以
咸味为主，在这片热土上，海
南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制作出的粽子也各具风味。

儋州粽子历史渊源流长，
“长坡米烂洛基粽”这是一首
儋州山歌里的一句歌词，歌中
提到的“洛基粽”正是现在的
“儋州粽子”。

传统的儋州粽子种类繁
多，体态硕大，每个粽子重达
半公斤。馅料由猪肥肉、瘦
肉、五花肉、鸡肉、咸鸭蛋、豆
类、鱿鱼丝等食材互相搭配构
成。儋州粽子色香味俱全，且
食材原生态，没有任何的人工
添加剂。

2016年，“儋州粽子”被
纳入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范围。近年来，为了打响
“儋州粽子”这一品牌，儋州粽
子行业协会带领当地粽子生
产企业积极研发创新、拓宽营
销渠道，也得到了儋州市委市
政府、社会各界的帮助扶持。
“儋州粽子”虽然是一味传承
千年的传统食品，但作为朝阳
产业，市场发展空间大，正日
益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上，市民游客前来购买、品尝儋州粽子。 高林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