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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屯昌县新兴镇，熟悉的人
很容易想到坡陈村的五行桩功夫，
《海南五行桩》荣获2014“全国首届
武术运动大会”特色拳种拳术展示
一等奖，如今在新兴镇，除了五行桩
的真功夫外，还有新兴功夫鸡。

专场推介屯昌鸡品牌

12月 18日上午，在海南省国
际会展中心，“舌尖上的屯昌·鸡系
列——2020冬交会屯昌功夫鸡、
落根鸡推介会”举行，本次推介
会向各界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
——屯昌鸡（功夫鸡、落根鸡），推
广屯昌鸡的市场品牌形象。

当天上午，一场五行桩表演拉
开了推介会的序幕，以绿色为主
题的拱门下，排列着几个展位，展
位上排列着以屯昌鸡为主题的菜
肴：姜爆鸡、咖啡焖鸡、西柠炸鸡
脯、捞叶功夫鸡……精美的菜肴
吸引着过往的嘉宾与美食家驻足
品尝、拍照。

据了解，吃鸡不仅是海南民众
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情结
与文化。因为鸡与吉谐音，吃鸡也
是吃吉利、讨吉利的意思。海南人
春节选的红冠子、红羽毛的大阉鸡，
代表着红红火火过大年。

“本地土鸡的成长周期较为缓
慢，功夫鸡（海南阉鸡）是林地散养
的鸡，喂养周期一般在280天左右，
确保鸡肉品质。”屯昌县餐饮烹饪协
会会长许吉介绍称。推介会现场，
还设置屯昌鸡介绍展示，还原屯昌
当地特色美食，并以美食品鉴的形
式让现场的嘉宾深入了解屯昌鸡餐
饮文化。

此外，推介会上，主办方还将几
家屯昌当地有名美食、店铺搬到现
场。设置店铺名字牌匾，还原现
场感，营造身处屯昌、吃在屯昌的
现场氛围，让人们现场感受到屯
昌美食的魅力、吸引力。

作为此次推介会的特色，网络
直播活动从观鸡色（外观）、掂鸡标
准（重量）、品鸡（烹饪）等展示如何
品鉴屯昌鸡，在宣传屯昌美食文化
的同时，拉动屯昌的经济消费，助力
屯昌农产品品牌的发展。

屯昌鸡以“功夫”得天下

一只鸡能有什么样的“功夫”？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灵，
美好食材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如今在这里，有一种新兴产业
正以新兴姿态、新兴速度和新兴风
骨蓬勃发展，这就是功夫鸡产业。

新兴镇之所以发展家禽养
殖，首先是产业扶贫政策引领，
其次是具有天然的生态基础，再
次是市面上的肉鸡品质参差不
齐，消费者非常怀念曾经农家土
鸡的香味。

连日来阴雨连绵，在一片山林
中，吃饱了的屯昌鸡正在溪涧林边
漫步，在山林间释放天性的屯昌鸡，
时而飞上数米高的树梢，时而振翅
疾驰，飞越十几米的池塘，就是在这
样的环境里，练就了屯昌功夫鸡甜
美的肉质。

与传统肉鸡养殖不同的是，
屯昌功夫鸡从鸡苗开始就精心照
料。“我们村人人会打拳，我们的
鸡每只会功夫！”村民说。

无论是白切还是“打边炉”的吃
法，功夫鸡尝起来都美味可口。

据介绍，屯昌功夫鸡在山上散
养时，采用分批饲养的模式，每个圈
子不超过1000只鸡，普通的肉鸡一
般养殖周期在90天至150天左右，
而功夫鸡则保证养殖周期不少于
280天。

屯昌鸡产业健康发展

屯昌作为丘陵山区，利用果树、
橡胶等林下发展的鸡养殖产业，形

成了屯昌品种丰富、各具特色的鸡
品牌：屯昌阉鸡、落根三黄鸡、南坤
五黑鸡、新兴功夫鸡、百香鸡等特色
养鸡产业，成为脱贫致富的发展亮
点。

屯昌鸡具有适应性强、抗病
力强、耐粗饲、肉质好、味美及营
养丰富等优点。据统计，屯昌县
有年出栏阉鸡 2000 只的养殖专
业户135户，年出栏阉鸡5000只
的养殖专业户18户，全县年出栏

“屯昌阉鸡”约 100 万只，大多数
鸡养殖专业户采用传统的散养管
理方式，保证屯昌鸡的健康和原
味。

好鸡离不开好照料，更离不开
政府的好政策，功夫鸡的品牌在政
府政策支持下逐渐崭露头角。

今年，屯昌县以龙头企业为带
动，推动功夫鸡品牌发展。

今年8月，由屯昌县供销合作
联社、扶贫办、新兴镇等部门联合举
办的屯昌县“爱心扶贫大集市”新兴
镇专场在新兴镇加银市场隆重开
市。新兴镇功夫鸡基地与新兴功夫
鸡饭店签订新兴功夫鸡产销长期合
作协议，此次签约新兴镇功夫鸡基
地每年将向新兴功夫鸡饭店供应
10000只功夫鸡，订单金额150万
元/年。

近几年，屯昌县委、县政府对
发展屯昌鸡产业极为重视，务实
地提出打响“屯昌阉鸡”“功夫鸡”

“落根鸡”等品牌，大力发展林下
养鸡，并制作外包装纸箱包装销
售，提高屯昌鸡的知名度，极大地
拉动了屯昌鸡产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屯昌鸡销路极好，每公斤
鸡售价32元左右，农户饲养一只
阉鸡获纯利26元左右，农户的养
鸡积极性较高，市场潜力巨大。
发展屯昌鸡产业已经成为屯昌调
整产业结构，为百姓增收致富的
新途径。

（本版撰文/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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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三亚市吉阳区消防救援大
队对鸿洲时代海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
小区存在两辆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通道的
违法行为，依法对两名车主罚款 200
元。这是海南首张个人因占用、堵塞消
防车通道的罚单。

“安全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前提和保障。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要深
刻认识并高度重视我省消防安全形势，
切实严格消防安全管理，着力防范化解
消防安全风险。”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
李勇说。

一些老旧小区缺乏有效管理，消防
车通道被占用，违章用火、用电、用气现
象十分严重；一些项目工程、单位火灾隐
患突出……一个个火灾隐患如一个个定
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

火患一日不除，安全一日得不到保
障。省消防救援总队采取高压措施，围
绕消防车通道、大型石化企业、人员密集
场所、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出租屋、群
租房等开展多个专项整治行动。紧盯仓
储物流、新能源、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
点，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业态监管作为

重要内容，扎实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紧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确保消防安全。6月份以来，全省防火监
督员共检查社会单位8446家，督促整改
火灾隐患5115处，临时查封25家，责令

“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单位
15家。

同时，为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消
防、人人参与消防的良好局面，全省消防
救援队伍始终把消防宣传作为基础性、
战略性工程，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社会，

持续走进学校、社区、农村、家庭、单位等
开展社会化、常态化宣传，组织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省消防救援总队坚持安全从
孩子抓起的理念，联合省教育厅督促落
实“四有”消防教育，开展暑期消防安全
教育行动、开学消防第一课、消防进军训
工作。积极加强精准宣传、警示提示，与
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建立新闻宣传联动
机制，常态播发消防公益广告、消防提示
字幕。建立消防安全目标人群，定期提
示消防工作和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在有
线电视、闭路电视开机画面中植入消防

提示，利用电子屏常态滚动播发消防提
示，营造浓厚的消防安全氛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点上，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坚决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七
届九次全会要求，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大胆创新，奋力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服务护航，努力交出“救民于水火，
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的优秀答
卷。 （撰文/钟坚）

不忘初心勇担当 乘风破浪踏新程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引领扎实服务自由贸易港建设

6月 1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
式发布，标志着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正式启航。半
年多来，海南牢牢抓住机
遇，拼搏实干，奋起直追，
各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
展，自由贸易港开局顺利，
稳步推进。离岛免税购物
新政、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政
策的相继落地。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全省消防救援队伍
在见证海南发展的同时，
紧紧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为引领，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始终如
一扶危助困、服务百姓，传
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并以
强烈的责任心推动落实消
防安全责任，化解重大消
防安全风险，尽心竭力营
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凝心聚力服务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据统计，6月份
以来，全省共发生火灾
1836起，受伤4人，直接财
产损失1684万余元，火灾
形势持续平稳。

“当场送材料、当场受理、当场审批、
当场智能制证并送达，还可以同时领取纸
质证件和网络图片式电子证照，这种效率
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便利、减少了成本。”今
年9月24日，海底捞吾悦广场店负责人
拿着首张综合审批的自由贸易港公众聚
集场所投入使用开业消防安全检查许可
证，感慨海南深化“消防执法改革”，为企
业提供便利化的行政审批服务。

这也说出了众多企业的心声。为构
建高效便民的消防行政审批服务体制机

制，省消防救援总队印发《关于创一流消
防营商环境的意见》，在海口市龙华区试
点实行消防安全许可“一网通办”，将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许
可纳入“一枚印章管审批”政务服务事
项，企业按照清单准备好相关材料，作出
消防安全承诺后，通过省政务服务网或
政务服务大厅受理窗口提交申请，行政
审批部门网上或当场审核后依法予以受
理，并直接相关许可证，实现“网上办、当
场办、一次办”。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要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七届九
次全会精神的成果转化为竭诚为民的强
大动力，持续优化消防营商环境，推动消
防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消防救援总队党
委书记、政治委员盛永中在创一流消防
营商环境动员部署会上如是说。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不断深化消防执
法改革，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和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
知承诺制，推行“互联网+监管”“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开通线上办理、预约、查
询等消防服务业务，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努力以更加便利贴心的消防
服务措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新要求，全力当好为企业群众服务的“店
小二”。

“为了确保消防工作符合自由贸易
港建设消防安全保障需求，我们出台了
全国首部专门为自由贸易港制定的消防
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
不仅有针对性地明确了优化消防监管模

式和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还从营造良
好消防营商环境等6大方面对重点园区
消防工作管理等 21 项内容进行了创
新。”省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韩子忠介
绍，针对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建设，我省
消防部门实行了更加便捷的服务，成立
了园区工作专班，坚持园区规划建设到
哪里，消防服务保障就到那里，实施“一
园一策”，落实高标准消防规划，按照国
际一流标准建设消防基础设施，切实保
障重点园区消防安全。

严中有“效”群众满意是最高的标准

险中有“情”扶危助困是最大的使命

“农国切刀下救人的视频我们全程
看了，很害怕。但是幸好有勇敢的消防
员，让我们感到很安全，为英雄点赞！”这
是网友的一则留言。因为一段惊心动魄
的“飞身刀下勇救男童”视频在网络上迅
速传播，洋浦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
新英湾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农国
切被许多人熟知。

时间回到7月1日那个惊险的早晨：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某小区，一名有精神
病史的男子纵火焚烧楼道的电动自行
车，并拿砍刀挟持自己6岁的儿子，阻碍

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对峙一
会后，就在该男子准备将一辆电动车推
向燃烧点之际，农国切当机立断，飞身解
救男童。就在此时，男子发现后迅速奔
过来并挥刀砍向农国切头部，农国切奋
不顾身用力将其扑倒，在头盔连中三刀
的情况下，成功将男童解救。

“英雄”这个称谓来得猝不及防！农
国切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
关键时刻，舍生忘死，逆向前行，感动了无
数人。此后，农国切被省消防救援总队党
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记二等功一

次；入选2020年8月至9月“中国好人榜”；
被应急管理部评为第五届全国119消防先
进个人；被评为海南消防十大杰出卫士。

农国切的英勇举动是全省消防救援
队伍“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
以力量”的真实写照。消防救援队伍能
在危难时刻冲得上、打得赢，源于他们强
化全员练兵、专业培训，从难从严锻造能
打仗、打胜仗的能力。

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省
消防救援总队全面拓展职能任务，紧盯海
南灾害特点，以全员岗位大练兵为载体，推

行“一考核、一排名、一通报”制度，实行“总
队随机抽考，协作区分组联考、各单位摸底
考”机制，扎实推进练兵工作。同时建立熟
悉演练周制度，先后组织开展大型综合体、
石油化工、地震、水域等实战演练，消防救
援队伍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大幅提升。

6月以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厉兵秣
马、枕戈待旦，接警出动6927起，抢救被
困人员722人，疏散被困人员1563人。
圆满完成台风“森拉克”“浪卡”防风防汛
工作和国庆中秋、火箭发射、欢乐节活动
等重大消防安保任务。

同时，省消防救援总队坚持思想是行
动的先导的政治工作理念，深入开展“践
行训词精神、担当神圣使命，坚持五个不
动摇”“弘扬清风正气、凝聚奋进力量”等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我为加快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教育实践活动，
加强各级主官政治轮训。联合省委宣传
部、省人社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应急
管理厅开展“2020年海南消防十大杰出
卫士”评选活动，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号召全体消防指战员始终牢记训词精神，
永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改中有“法”化解风险是最好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