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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邹玉生

12月16日，走进儋州市新州镇
南岸村委会南岸村，看到儋州江发
瓜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海头地
瓜种植基地的地瓜苗长势喜人，一
片绿油油，村民在除草松土。“再过
2个月，就能收地瓜了，预计今年平
均亩产量3000斤左右，总产量可
达130万斤。”合作社负责人陈开海
说，2020年种植地瓜面积扩大到
1200亩，2021年计划扩种到2000
亩，为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提供大量
长工和短工岗位。在海头地瓜种植
基地务工的村民吴玉女说，每月工
资近3000元。这是儋州市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带来的新气象。

2020年，儋州市委、市政府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三农”工
作的决策部署，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积极创建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努力打
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新高地。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以生
产力布局优化、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优势特色品牌为抓手，大力发展热
带特色果蔬和畜产品产业，努力构
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循环、综
合利用的农业发展模式，加快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打造海南热带特色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儋州样板。”

2020 年儋州市农业农村局作为责任单位的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21个，总投资
104.09亿元。2020年度计划投资24.76亿元，目前
已完成年度投资12.8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51.9%，其中，政府投资项目4个，社会投资项目17
个，已开工项目 17 个，未开工项目 2 个，开工率
90%。

截至目前，2020年儋州市共发放各类惠民补
助资金9920.78万元，其中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4908.29 万元；发放 2019 年度油补资金 1922.3 万
元；南沙专项油补209.6418万元，渔船特定水域补
贴811.0037万元，减船转产补贴资金135万元；发
放生猪引种补贴173.88万元；发放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 14.02 万元；发放 2020 年冬季瓜果菜采购应
急补贴资金1007.4752万元；疫情期间生产物资补
贴发放9批合计739.47万元；疫情期间生产物资
补贴和渔船油补资金正组织发放，省厅审核后将
发放渔船更新改造补助资金3810万元和减船转
产补贴资金 6718.55 万元。天然橡胶价格保险+
期货保险共赔款645.22305万元。

2020年，儋州市农产品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累
计检测瓜果菜样品9543个，合格率99.5%；累计检
测出岛瓜果菜样品4584个，开出检测合格报告单
4584张（车）；种植农产品定量抽检260个，合格率
99%；种植农产品定性抽检 40588 个，合格率
99.45%；畜禽产品抽检126份，检测合格率100%，
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检3200份，合格率100%；水
产品抽检78个，合格率100%。

2020年，完成1734个组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摸底调查，总体摸底完成率 99.26%；已完成
1978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工作，完成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率为98.80%；确认成员
户数为 12.9433 万户，确认人数为 57.6631 万人。
完成10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工
作，现正在推进股份制改革，挂牌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完成34座存量生活垃圾
堆放场垃圾治理任务，建成海头、白马井、新州、八
一、西培5座片区生活垃圾转运站；完成31个美丽
乡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创建，
建成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屋57座；完成77个行政村
261 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行政村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覆盖率为 33.48%，自然村覆盖率
18.24%，行政村排查黑臭水体进度为100％；累计
拆除禁养区畜禽养殖场121家，总面积14.77万平
方米，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5.34%；农村新建
户厕改造任务；已全部竣工，共30145户；2020年
度完成28座公厕，户厕化粪池防渗漏改造全部完
成；1431个自然村全部实施“村村通”硬化路，共
硬化1486.1公里，完成率为100%。

美丽乡村建设，2020年计划建设40个一星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续建的17个项目中已有16个完
工，1个正在建设；23个新建项目中13个开工，其
中4个完工。

儋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共 17 个。
第一笔中央奖补资金3000万元已全部支出，设计
奖补资金的12个项目全部启动建设，8个项目建
设进度超过50%。绿翠海头地瓜省级农业现代产
业园，完成种植海头地瓜面积3600亩，正在备耕
3000亩，修建海头冻库1200平方米，带动贫困户
种植400亩，认证有机种植面积320亩。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邹玉生）

2020年儋州市
农业发展大数据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邹玉生

现在海南联明农业有限公司红
海火龙果种植基地，正是火龙果开始
摘果的时节，也是一年中火龙果价格
较高的时期。12月16日，基地技术
员符智说：“现在开始少量摘果，火龙
果销往内地市场，再过大半个月，地
头收购价每斤高达5元钱。”

2020年6月，儋州市乡村振兴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把白马井、大成、王
五等6镇产业扶贫资金1562万元、木
棠镇村集体经济250万元，共1812万
元，以项目合作的投资方式，投入海
南联明农业有限公司扩大火龙果种
植项目。既推动全市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又壮大农业企业规模，为村民
在家门口创造就业岗位。

从2020年5月至今，峨蔓镇多美
村委会美蔡村贫困户蔡信义夫妻一
直在村附近的海南联明农业有限公
司红海基地打工，现已成为熟练的火

龙果树管护工人。她夫妻两人月工
资7000元：“在家门口就业，每月有
固定收入，解决家庭经济困难，还能
照顾家，做好家里的农活，收入比在
外面打工高。”

从2018年至今，儋州市统筹各
镇难以落实产业的产业扶贫资金2.17
亿余元，把其中的2.14亿余元投入到
16家优质企业，累计获得投资分红收
益1860.8万元。组建国有独资的儋州
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统筹安排扶贫资金的投资、管理。
2020年，全市扶贫产业项目已全部落
地，第一、二批资金已经全部支出，产
业项目已全部落地。全市全年投入
产业扶贫资金13944.88 万元，落实
219个项目，累计发放分红516.96万
元，带动贫困户14941户 69123人，
帮扶低保对象2770户7980人，实现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有劳动能力且
有劳动意愿的低保户产业帮扶全覆
盖。2020年度产业扶贫项目均已发
放分红。 （本报那大12月17日电）

儋州产业扶贫资金集中投入规模农业企业

推动调整结构 创造就业岗位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邹玉生

12月16日，走进儋州市白马井
镇山花村委会，看到曾经撂荒多年的
1664亩旱地，现在变成了优良水田。
山花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达才说：“旱
地变水田，提高土地产能后，除了种
花生，村民还能种高效农作物，好土
地才能留住年轻村民务农。”

2019年8月，儋州市乡村振兴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受儋州市土地开发
整理储备中心委托代管项目，投资
1565万元，清淤疏通堵塞的灌沟，拆
除破旧排灌沟，新建32条排灌沟渠，
新修6条一级田间道路、1条二级田间
道路、8条生产路，平整土地，重新翻耕
土壤，每亩耕地施有机肥1吨，改造了
这片旱地，2019年10月竣工验收。

经过整理后的这片土地，租地价
格从原来的旱地每亩550元，提高到
现在的水田每亩1000元；村民除了
种花生，还种番薯、水稻等，带动731
户农户4380人增收，每年户均增收
9376元，人均增收1564元。山花村
委会花梨村贫困村民李有干说：“改
水田后，我家收入增加了，致富奔小
康劲更足。”

近年来，儋州市农村承包土地碎
片化问题突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撂荒土地面积大。根据第三
方对儋州市撂荒土地测量，全市现有
撂荒土地30250亩。“有田无力种”现
象更加严重，广大农村青壮年农民外
出务工，有的举家外迁谋生，又不愿
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把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他人。同时，“有力无
田种”状况得不到根本缓解。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复耕撂
荒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截至目前，复
耕复种撂荒地面积9422.3亩，完成省
下达任务量7500亩的125.6%，现正
在加快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的申报
工作。2019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分
别位于海头镇的海头田洋、万头洋、
东成镇的加悦、高荣田洋以及光村镇
的光隆、欧宅田洋，均已动工建设，总
体形象进度已达65%，目前已完成投
资6000余万元。

从2019年至今，儋州市乡村振
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组织实施9个
土地整治项目，其中2019年完成2个
项目、2111亩耕地指标入库，异地交
易1000亩耕地指标；今年竣工验收2
个土地整治项目，在建项目7个，待建
项目8个，计划完成1.2万亩土地整治
项目耕地指标入库。土地整治项目
共发放补偿款2000多万元，19个村
委会52个自然村1860户农户受益。

（本报那大12月17日电）

儋州复耕复种撂荒地9422.3亩，完成任务量的125.6%

盘活土地资源 地“生金”人增收

儋州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儋州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优先种植瓜果菜优先种植瓜果菜 丰富全省丰富全省““菜篮子菜篮子””
加快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突出

抓好规模化农业产业项目，推动农业种植
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儋州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蒙小明说：“依托农业科研
机构，引进并培育儋州特色新品种，重点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扩大规模和影响
力，提高儋州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引进社会资本，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产业，带动脱贫户增收致富。在南
丰镇油文村沉香基地，那大沉香研究院（海
南）有限公司从2006年开始试种白木香沉
香，投入资金约3000多万元，至今已种植
600多亩8万多株奇楠香。这家公司与海
南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天地之中
科技有限公司一起，依托中国热带农科院，
构建从沉香育苗、种植、结香到沉香系列产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的全产业链。那大沉
香研究院（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元宝
说：“推出沉香精油金装、沉香叶茶、沉香焕
采面膜等产品，受到消费者好评。”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培育品牌海产品。
2020年，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加快推进儋州
智能化深远海养殖示范区项目、儋州江鹏海
水标准工厂化养殖繁育基地、峨蔓生态养殖
项目、峨蔓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项目等水产
养殖项目建设，扩大渔业养殖规模，加大光
村沙虫养殖基地规模。今年1月至11月，
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26万多吨。

鼓励发展淡水特色养殖产业，创建淡
水特色品牌产品。2019年，兰洋镇南罗
村委会南罗村投入693万元扶贫资金，与
1家民营高科技农业公司合作，养殖高附
加值的澳洲淡水龙虾，给市民餐桌添加一
道好菜。负责管理养殖澳洲淡水龙虾的
村民梁慕才说：“水塘1年放养2造虾，亩
产700斤左右，每斤虾卖68元至80元。”

儋州市着力补齐农产品收储加工短
板，推进屠宰加工、饲料加工、仙人掌（果）
产品精深加工等项目建设，延伸产业链，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粮食、水
产、肉食、橡胶、山柚、蛋品等特色农产品
加工业，提高农产品收储加工能力。

（本报那大12月17日电）

针对2019年非洲猪瘟造成的生猪养
殖困境，2020年，儋州市推进畜禽养殖持
续健康发展，支持和鼓励生猪恢复生产。
儋州市政协副主席、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
记王凌融说：“充分发挥罗牛山、温氏等养
殖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做大
生猪养殖规模，精心打造儋州鸡品牌，提
升畜禽养殖生产的规模化、生态化水平。”

儋州市投资2亿多元，完善雅星农业
养殖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发展循环
农业经济，推进生猪规模化生态化现代化
养殖，完善屠宰、加工、运储全产业链。12
月16日，在位于雅星镇乐满村委会打亮
村的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儋州乐满20万
头生猪养殖项目工地看到，2栋母猪舍已
建成投入使用。场长蔡爱民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11月 30日，已进栏怀孕母猪
4800 头，12 月底，还将进栏怀孕母猪
4800头。4栋5层楼的商品猪舍已封顶，
投入使用后，年出栏商品猪24.5万头。”

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30万头
生猪全产业链项目中的新伟、东田种猪场
项目已经完工，购进能繁母猪 1.3 万多
头。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雅星20万头
种猪场项目，建设的猪舍全部封顶，预计
明年1月全部完工。罗牛山儋州乐贺40
万头项目、罗牛山儋州大讲20万头项目
正在进行地面清表，计划明年完工。儋州
新建、在建规模生猪项目5个，设计年出
栏规模达到130万头。今年截至目前，全
市生猪出栏约45万头，市内自给率达到
100%。

位于雅星镇调打村委会鹅岛村的儋
州健德原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的养鸡场，
有19栋高标准的肉鸡舍，3栋电脑控制的
现代化蛋鸡舍，24名农民工，1年养45万
只鸡，带动雅星镇建档立卡脱贫户1062
户 4928人增收。经营方负责人谢金妹
说：“现代化规模化养鸡，经济效益更高。”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大力发展儋州鸡养殖，
指导热科源公司和“两院”等科研机构加
强合作，建成育雏基地1座，每月稳定提
供5万只儋州鸡苗。在热科院试验场租
地114亩，建立儋州鸡保种育种基地。将
在西培农场、南辰农场建设儋州鸡养殖示
范基地，建成后，全市儋州鸡年出栏量可
达500万只。

2020年，儋州市大力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继续抓好撂荒地复耕，扩大优势农
产品种植规模，推广种植黄金百香果、火
龙果、金钻凤梨、海头地瓜等高效经济作
物，优先发展瓜菜、水果等优势农产品。
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说：“紧盯市场需
求，结合本地特色资源，深入挖掘优势潜
力，引导农村、农户发展地方优势特色产
业，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实现乡村
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儋州市加大常年蔬菜基地建设，完成
常年蔬菜基地保有面积1.73万亩，完成率
115%，确保常年蔬菜自给率提升到70%
以上。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已种植粮食面
积30.65万亩，其中早稻11.5万亩、晚稻
11.8万亩、番薯6.5万亩、豆类0.85万亩，
种植冬季瓜菜9.6万亩。近日，在王五镇
山营村委会流方村黑皮冬瓜基地和朝天
椒基地里，村民正在基地里施肥、浇水、修
剪枝叶。山营村委会多年来以种植水稻
和甘蔗为主，农业产业单一，收入较低，
村党支部引导村民种植效益较高的瓜果
菜，走脱贫致富之路。全村的村民自发
种植黑皮冬瓜1000亩、朝天椒500亩。
山营村委会中许村脱贫户许宏秀种5亩
黄秋葵，种下50多天就有收成，成熟期
头2个月是摘黄秋葵高峰期，每天都有瓜
菜老板来收黄秋葵，价格好的时候，10天
能卖4000多元的黄秋葵。“种冬瓜、黄秋
葵，种植时间短，收成时间长，我有信心
种好，增加收入。”许宏秀说。

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
标准农田，大力开展田洋整治，积极引进
大型种植企业建设蔬菜瓜果基地，不断扩
大海头地瓜、火龙果、榴莲蜜等优势农产
品种植规模。2020年，儋州市新建、续建
200亩以上农业种植基地33座，其中500
亩以上15座，复耕撂荒地9422.3亩，新增
海头地瓜、菠萝蜜、香蕉、火龙果等瓜果种
植面积2.67万亩。儋州市乡村振兴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西充茂源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计划在2
年内给该公司及下属企业流转3万亩以
上农业用地。截至目前，已给该公司下属
海南子公司流转3195亩农业田地，计划
投资2亿元建设热带水果。其中的妙山
泰国红宝石青柚基地项目计划投资5000
万元，今年6月开工，建成后，年利润可达
2000万元，为当地村民提供固定就业岗
位40多个，每年为当地村民提供临时性
就业岗位约8000人次。

扩
大
优
势
农
产
品
种
植
规
模

推
进
现
代
化
规
模
化
养
殖
业

重
点
打
造
特
色
农
产
品
品
牌

1

2

3

4

5

6

7

儋州市大力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瓜菜、水果等优势农产品。图为刚结果的火龙果树。

海南林枫堂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中和镇高第村凤梨产
业基地，出产的凤梨十分畅销。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儋州乐
满20万头生猪项目局部工程竣
工，2栋母猪舍已投入使用。

儋州健德原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建设3栋电
脑控制的现代化蛋鸡舍。

本版照片由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邹玉生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