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田婉莹

新型电动胶刀和传统胶刀比一
比，谁的“手速”更快？近日，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便文村的胶林
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电动胶刀研发团队负责人曹建华博士
给胶农做了一次对比试验：前者单株
割胶时间仅用8秒，“完胜”传统胶刀，
熟练使用新型电动胶刀单株割胶效率
可提升60%-80%，整体割胶效率提升
20%-30%。

近年来，曹建华科研团队经过潜
心攻关，突破关键技术难题，率先开
发并推出4GXJ便携式电动胶刀，目
前正在世界13个植胶国推广应用。

一代电动胶刀掀起橡
胶采胶机械研发热潮

天然橡胶是国防战略物资，当前，

世界天然橡胶种植面积约2.3亿亩、产
量约1380万吨，我国种植面积约1726
万亩、产量81万吨。海南天然橡胶种
植面积约800万亩，是国家天然橡胶
核心保护区和主要生产基地，关乎着
40余万家庭、近220万人的生计。

“60多年来，在我国植胶地区，完
全依赖人力割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
年轻劳动力不愿意从事劳动强度大、
收入低的割胶工作，胶工短缺将成为
常态化。”曹建华说，因此，实现机械
化、自动化采胶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2016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成
立“天然橡胶机械与自动化装备”攻关
领导小组和科技团队，先后设计出17
款样机，于2017年4月研制出第一代
4GXJ便携式电动胶刀，突破传统割
胶刀难学、伤树、效率低等技术难题。

在中国热科院试验场橡胶基地成
功示范应用，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

关注，同时也带动国内外采胶机械研
发的热潮，犹如为天然橡胶采胶机械
化注入了一只“鲶鱼”。

新型电动胶刀使割胶
更大众更“傻瓜”

“电动胶刀的使用方法很简单，胶
农练习3到5天基本上可以掌握。此次
乡政府为便文村49名贫困村民购买新
型电动胶刀，将大大提高胶农割胶积
极性，带动更多村民学习新技术，发展
壮大橡胶产业。”便文村驻村第一书记
徐世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村主导产
业为天然橡胶，传统割胶需要专业技
术工人，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外出打工，
技术胶工缺乏，胶园也面临弃荒弃割。

徐世明所说的电动胶刀，是去年
10月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推出的
第二代便携式电动胶刀，其性能、质量
和使用效果大幅改善和提升，割胶效

率提升至20%-30%。现在，熟练使
用的胶工每小时可割胶180-220株。

来自中国热科院试验农场、有着
12年割胶工龄的一级胶工董秀乾感
慨地说：“有了电动胶刀，割胶不再是
高技术、高强度的工作了，提高了割胶
效率，让我们更省力气，解决了胶工的
大问题！”

“加之这款电动胶刀设有仿形导向
限位保护装置，不易伤胶树，割胶深度
和耗皮厚度由机械控制，并可根据树龄
和生产需要自行调节，割胶技术难度大
幅降低，不再时时依赖胶工的技术经
验，胶工的眼睛和身体疲劳感也大幅降
低。最大的进步是使割胶由技术依赖
型转变为‘大众傻瓜型’”曹建华说。

新技术已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示范推广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

热科院橡胶研究所与柬埔寨橡胶研
究所、缅甸多年生作物研究所签订
协议，将我国电动胶刀、割面营养增
产素、死皮康复等技术积极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助力天然橡胶
产业发展。电动胶刀研发团队还专
门制作了中英版的教学视频，并利
用互联网在线上指导电动胶刀使用
技术。

目前，曹建华团队与国内专业电
动工具生产企业合作，已建立我国
4GXJ系电动胶刀生产线并实现量
产。除国内植胶区得到规模应用外，
还在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越南、
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植胶国开
始示范推广。

“电动割胶刀只是一个起点，全自
动、智能化采胶装备研发是未来发展
的主流趋势，但仍有诸多技术难题需
要攻关。”曹建华说。

（本报营根8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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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加快农村公路
“六大工程”建设

本报那大8月2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儋州市加快农村公路“六大工程”建设，自
2016年开工至今年6月底，累计完成投资20.6亿
元，累计开工建设里程1682公里，合计完成总里程
1456公里。其中自然村通公路完成778.6公里，窄
加宽公路完成589.7公里，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完成
35.6公里，县道改造完成40.9公里，旅游资源公路
完成11.6公里，完成桥梁主体69座。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8月2日从儋州市重点项目办获悉的。

路通财通，儋州市农村公路“六大工程”为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好交通基础，极大地改善农村原
本的路网结构，有效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等问题，支撑
了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让农村整体发展面貌得到全面改善。据悉，儋州今
年将按计划完成全部农村公路“六大工程”项目建
设，加快打造“40分钟生活圈，1小时交通圈”。

■ 本报记者 昂颖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凉风拂走了
白日的暑气。此时，位于海口海垦广
场的宝岛夜市集迎来了人气最旺的时
段。前来“逛吃”的市民、游客络绎不
绝，售卖的潮品、美食琳琅满目，文创
活动精彩纷呈……氤氲烟火气的夜市
集，丰富着海口的夜生活，也让人们享
受着海滨夏夜的闲适。

宝岛夜市集是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后海口新开办的，从名字就能
感觉到它与宝岛台湾的不解情缘。确
实，这家琼台文化夜市正是由在琼台
商许正章与妻子詹夏莉共同设计、投
资创办的。

上世纪90年代，许正章与詹夏莉

同在上海闯荡。一个是建筑规划行业
的台湾设计师，一个是在外贸建材市
场打拼的海南姑娘，他们因业务往来
而相识，因兴趣相同而相爱。后来他
们携手创办进口建材公司，生意越做
越大。但细心的许正章发现，妻子始
终念着海南这块养育她的故土。“如
果你想回家乡陪伴父母 ，我会陪着
你，大不了再走一次创业路。”许正章
的话暖了詹夏莉的心，2014年，夫妇
俩告别上海，踏上了回海口二次创业
的征程。

由于海南市场对进口高档建材需
求较小，一番商议后，谋求转型的他们
决定进军餐饮市场，开发符合年轻消
费者口味的文娱场所。为此，詹夏莉
专程赴台湾拜师学习烘焙，并在海口
创办了集烘焙和书屋为一体的创意门
店。一开始，门店受到年轻人追捧，盈
利状况不错。但网上书店和数字化阅

读的兴起，让实体店面的运营难度不
断加大。

此路不通，夫妻二人又开始寻找
新的机遇。2017年1月，许正章受邀
参与海口夜市规划设计工作。由于初
涉夜市设计，为拿出高质量的设计方
案，许正章翻阅了大量海南历史文化
书籍，接触了众多海南创业人士，也走
访了台湾知名夜市，问经验、找灵感。

许正章将绿色环保理念融入设
计，在亮化工程里加入美学元素，进一
步优化夜市的空间功能布局，努力让

“升级版”夜生活既有文化底蕴和地域
特色，又达到环境提升、交通治理、夜
市提档的城市美化目标。此后，许正
章着手设计的琼台福地美食街、海大
南门夜市、金盘夜市、海垦花园夜市、
滨濂观光夜市、寻尝里美俗夜市等相
继成为“网红”地，成为海口夜经济的
招牌。

夜市设计让许正章认识了海口、
爱上了海口，也让他和妻子看到了海
口夜经济的广阔前景。对在台湾著名
的基隆庙口夜市边长大的许正章而
言，他深知夜市不仅能满足食客的味
蕾，更是城市夜经济的灵魂与内核。

“海口夜市还可以注入更多的文化内
涵，走文旅商综合发展的路线。”

去年起，许正章和詹夏莉开始着
手打造“买卖昼夜不绝”的宝岛夜市
集，将琼台文化元素融入商铺设计中，
并着力打造“敢闯尚勇 努力拼搏”的
夜市文化标识，激励年轻人在建设海
南自贸港的征程中奋力前行。

与此同时，夫妻俩将海垦广场的
露台部分作为户外场地，依托周边众
多社区群，科学规划功能片区，吸引不
同年龄段、不同消费阶层的人群，最大
限度地提升夜市的引流效果。并在摊
位设计的各项分领域工程中预留升级

“端口”，为下一步改造预留空间。
今年7月中旬，宝岛夜市集如约

开业，规范的管理、完善的设施、干净
的环境，地道的小吃、优秀的品质……
这里已然成为海口又一张靓丽的城市
名片。“不同的经营业态在这里巧妙组
合，既有文创展示又搭配有时尚潮品，
可亲身感受到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游历过海内外众多城市夜市的北京游
客李星对此赞不绝口。

看好海南夜市发展潜力的夫妇俩
并不打算就此止步。“数年内，希望打
造出一个集文艺演出、文创展示、美食
餐饮、休闲娱乐、网红效应等为一体的
高规格、综合性夜市连锁品牌，并在海
南各市县推广，同时招揽更多台商来
琼创业，为自贸港夜经济添柴，为海南
夜生活添彩。”说到未来，这对夫妻热
情不减。

（本报海口8月2日讯）

新闻故事

琼台夫妻的夜市情缘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在琼崖儿女顽强抗日的磅礴画卷
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原本身在南
洋，却在祖国危难之际毅然返乡支援；
他们人数不多，作用却不容忽视。他
们共同的名字，叫“华侨”。

8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
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屹立于此
的“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
雕像，背后书写的是一段热血爱国
故事。

海南是著名的侨乡。20世纪上
半叶，靠着勤劳与智慧，不少下南洋打
拼的华侨已在异乡扎下了根。但他们
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七七事变”后，
1938年11月，南洋琼侨成立了“琼崖
华侨联合总会”（以下简称琼侨总会），
会址设在香港。

“这尊雕像通高7.7米，象征‘七
七事变’，对于华侨而言，那是一道集
结令。”雕像创作者、海南省雕塑艺术
学会会长陈学博说。

1939年 2月，日军登陆海南岛，

占领了海口和沿海十三个县城、重要
市镇和港口。

“我们是保乡的战士，我们是卫国
的先锋！琼崖已到危险关头，快起来
为家乡奋斗！我们要回乡服务，唤醒
同胞，更要深入农村，推动人民参加抗
日斗争！”当年4月15日起，琼侨总会
的数百人组成回乡服务团，高唱着《琼
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团歌》，分批回琼参
加抗战。

服务团雕像共有3个人物，居于
正中的一位华侨就身着西装，领带
迎风飘扬，想来应当家境优渥。但
仔细看，他的礼帽已被摘下，紧紧捏
在手中，他坚毅的目光投向远方的

家乡，向前迈进的一条腿昭告了他
的方向。

“回国时，服务团特地随身带了许
多南洋的药品。”为了制作这尊雕像，
陈学博专门研究过琼侨抗日的历史。
他介绍，在海南，服务团将这些药品免
费赠予老百姓，救死扶伤，广受群众好
评。此外，服务团还为琼崖抗日独立
总队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成了独立
总队和琼崖纵队医疗救护工作中的骨
干力量。“所以，在这尊雕像中，我将其
中一位人物设定为背着药箱的医护人
员形象”。

除此之外，服务团还深入海南各
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9

年，琼崖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服务团
也因此深受国民党迫害，部分成员被
国民党逮捕、拷打，乃至杀害。严峻
的形势下，服务团没有退缩，而是自
购枪支弹药，继续抗日。“基于这一
点，我在雕塑另一侧塑造了一位敞
着衣衫、手握钢枪的前线战士。”陈
学博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
港，服务团与琼侨总会失去联系，这就
意味着服务团的经济援助就此断绝。
根据琼崖特委指示，服务团名称保留，
团员则分配到琼崖党政军各个岗位，
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本报海口8月2日讯）

数百南洋华侨在祖国危难之际毅然返乡支援抗日

“琼崖已到危险关头，快起来为家乡奋斗！”
弘扬抗战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三亚禁养区内
畜禽养殖年底“清零”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三
亚市人民政府获悉，到今年年底，该市将全部关停禁
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规模养殖场及养
殖专业户粪污治理率达100%，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80%以上；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达到100%；病害畜禽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日前，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三亚市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三亚将从强化畜
禽养殖污染源头控制、做好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建设、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
畜禽养殖污染监管四个方面入手，加强畜禽养殖废
弃物综合利用指导，推动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场（小
区）全部实施雨污分流、固液分离、粪便污水资源化
利用，有效遏制畜禽养殖污染，提升生态保护水平。

此外，三亚将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
建设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设施、病死畜禽无害化
集中处理场。到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保留规模
生猪养殖场的标准化升级改造，实施雨污分流，实
现零排放或达标排放。

◀上接A01版
“我省新设外资企业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
了英国力拓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等世界500强企
业前来投资。”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

营商环境优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海南桦诚置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黄琼，近

日在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综合窗口，免
费领取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印章。

“不到一天时间便成功注册企业，还省下了刻
制公章的费用，服务太贴心了。”黄琼发现，海口推
行企业开办“一网、一窗、一次”服务，为新设企业
免费刻章，在企业中受到普遍好评。

随着“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次不跑”，互联
网平台企业集群注册等的推行，今年以来，除国内外
知名企业纷纷进驻外，我省中小企业发展活跃，个体
工商户投资热情高涨，注册数量实现快速增长。

来自营商环境方面的愉快体验，不仅体现在
企业办事上，还体现在政策扶持上。

胡安顺是三亚大小洞天景区一家沙县小吃店
的老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的店濒临倒闭。
在绝望之际，一项“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
小企业减免3个月房屋租金”的政策，把他的店从死
亡线上硬生生拉了回来。“免了3个月共6万元租金，
真的很感动。”令胡安顺欣喜的是，大小洞天景区还
经常关心他的生意情况，让他感到很暖心。

保存量，促增量。伴随着推进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等一系列纾困提质举措的推出，今年以来，海
南在保市场主体上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实有市场
主体数量实现快速增长。

市场主体快速扩容，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
力。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看，今年上半年，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金融业，教育业新增市场主
体大幅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同比增长469.54%，金融业同比增长307.41%，
教育业同比增长131.19%。全省经济运行平稳有
序，呈现出逐步回升的态势。前5个月，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7.9%。

“要放得更开、管得更好、服务更优。”省市场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以超常规举措，持
续便利市场准入，大力培育市场主体，让更多市场
主体共享海南自贸港新机遇。

（本报海口8月2日讯）

上半年海南市场主体
快速扩容提质

新政实施首月
销售额逾22亿元
◀上接A01版
实现对每一位离岛旅客限额、限量、限品种购物情
况的信息收集和累加计算，通过核碰免税规则自
动判断是否出现超限购物等违规情况，对于超规
销售的情形，海关监管系统将自动作为异常数据
转现场关员依规处置，有效避免了人工干预，同时
亦可满足下一步海关对大数据风险分析及控制的
工作需求。

全力推进失信惩戒措施，确保政策红利惠及于
民。在《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发
布后，会同地方政府全力推进落实有关对违反离岛
免税政策规定人员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确保海南
离岛免税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惠及于民。

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研发出新型电动割胶刀，已在13个国家推广使用

一把电动胶刀 一场技术革新

近日，在三亚市污
泥处理处置项目扩建工
程荔枝沟项目一期厂
房，工程人员正在检查
调试压滤设备。

该项目一期工程计
划8月建成并投入商业
运营。项目投产后，三
亚市污泥日处理规模将
达到250吨，能够全量
处理三亚市内污泥及部
分外运污泥的需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污泥处理
能力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