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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集中开工建设的

3个项目
儋州市海之南实验学校项目

计划总投资 1.16亿元

总建筑面积 2.2万余平方米

办学规划 幼儿园开设 12个教学班

中小学开设36个教学班

儋州市智汇新城项目

计划总投资 3亿元

总建筑面积 5.8万平方米

建设内容 4栋商业写字楼，停车场等配套工程

儋州市新建垃圾处理项目

计划总投资 3.06亿元

占地面积 18.48万平方米

预计竣工时间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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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5 月 13 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三批集
中开工儋州分会场活动在那大
镇举行，当天儋州市集中开工
建设3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22
亿元，其中2021年计划投资3
亿元。近年来，儋州以重点项
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基础设施
提质升级，新建高档商务办公
场所，逐步完善海南西部中心
城市功能。

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学
校办学条件，儋州今年计划新改
扩建17所中小学、幼儿园，新增
1所省一级公办高中，加快推动
海南西部教育中心建设。在集
中开工建设的3个项目中，儋州
市海之南实验学校项目是亮点
之一，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2万
余平方米，将建幼儿园教学楼1
栋，计划开设12个教学班；建中
小学教学楼1栋，计划开设小学
和初中36个教学班；建宿舍楼2
栋，含168间宿舍；建室外篮球
场、羽毛球场、沙池、戏水池、跑
道等公共配套设施。儋州海之
南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计划
总投资 1.16 亿元，该项目预计
2023年4月完工。

“儋州历史悠久、民风淳
朴、人杰地灵，文化氛围浓厚，
是建学校、开发文化教育项目
的理想之地。”儋州市海之南实
验学校理事长付凌说，将高质
量、高标准建好校园，加强施工
管理，确保学校如期竣工。

此外，儋州通过增强城市聚
集辐射能力，不断强化海南西部
中心城市的消费中心和服务中
心等核心功能。高档商务办公
场所紧缺，是儋州城市发展的短
板之一。此次集中开工建设的3
个项目中，儋州市智汇新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规划
建设 4栋商业写字楼，以及排

水、电气、道路、绿化、停车场等
配套工程。儋州江龙商贸有限
公司计划总投资3亿元，该项目
预计2023年10月完工。

“智汇新城项目是商务金融
项目，将被打造成为引领儋州城
市发展的标杆，汇聚八方英才，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儋州江
龙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磊丰
说，该项目毗邻儋州市主城区，
周边分布多个商圈。公司将秉
承工匠精神，坚持打造精品的开
发理念，高起点建设，高质量管
理，力争将项目建成儋州的亮点
工程。

作为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的保障项目，儋州市新建垃圾处
理项目引人关注。这一民生工
程，将保障天角潭水库蓄水不受
到污染，同时满足城市发展的需
求。该项目占地面积18.48万平
方米。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计划总投资3.06亿元建设，其中
2021年计划投资1亿元，项目预
计2022年5月完工。施工方上
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海峰说：“将派出优秀项目
管理团队，科学配置施工资源，
加强以安全为核心的标准化管
理，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精心服
务，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如期竣
工。”

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
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大批效益
好、带动能力强的项目相继开工
建设，为该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儋州市常务副市长林刚表
示，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
念，坚持项目工地就是阵地、现
场就是考场、进度就是尺度，一
切围着项目转，紧紧盯着项目
干，扎实推进项目建设；集中攻
坚，为项目建设提供优质保障服
务；主动对接沟通，提升办事效
率，合力解决难题，争取项目早
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本报那大5月16日电）

儋州抓项目建设
完善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功能

补齐基础短板
积攒发展后劲

儋州着手推动中和特色小吃产业发展

挖掘文化内涵
打响小吃品牌

本报那大5月16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李秋欢）今年以来，儋州市大力打造中和镇特色
小吃品牌，推动特色小吃产业和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

近日，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领有关部门负
责人，到中和镇调研，实地查看了解中和香糕、芝麻
豆腐等中和特色传统小吃的制作流程、销售情况
等，推动解决发展特色小吃产业面临的难题。中和
镇各商家立足自身优势，把儋州传统小吃制作工艺
发扬光大，让儋州特色小吃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饮食文化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
动服务业发展、扩大社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儋州
市委书记袁光平说，要引导中和镇各商家优化商品
包装设计，突出儋州风物特色，努力提升品牌影响
力。挖掘每一种特色小吃背后的历史典故、文化内
涵，让游客和食客在品尝小吃的同时，了解小吃的
文化内涵和儋州历史文化。把做大小吃产业作为
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有力载体，加大政府引导和扶持
力度，加大产品推介力度，鼓励支持中和镇各商家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制作更多更好适应
新消费需求的特色小吃，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儋州开展休渔期海上执法行动

查扣违规渔船
养护海洋资源

本报那大5月1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牛伟）近日，2021年南海海域伏季
休渔启动仪式在儋州市白马井镇中心渔港举行
后，儋州有关部门加强伏季休渔期监管和执法，确
保伏季休渔要求落到实处。截至目前，该市有关
部门共查扣非法作业渔船4艘。这是5月16日记
者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近日，接到举报线索后，儋州市农业行政执法
支队二大队联合省渔业监察总队三支队、儋州市农
业农村局等部门迅速出击，出动中国渔政46069
船及46069-2艇，前往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南
滩港附近海域开展巡查执法，查获正在违规作业的
4艘渔船，依法暂扣到指定码头，做进一步调查。

“为维护南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的海上渔业生产秩
序，我们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采取联合检查、交叉
检查、驻守检查等方式，加强对重要渔业海域、交界
海域和违法违规渔业案件高发海域的执法监管，以
点带面，抑制偷捕，对违规作业渔船，发现一艘查处
一艘，决不姑息迁就。”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伏季
休渔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南雪峰说。

渔业执法渔业执法

“三苏”陶瓷画像捐赠仪式举行

弘扬传统文化
推动文旅发展

本报那大5月16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林晓云）近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陶瓷画
像捐赠仪式在儋州市东坡书院举行，苏洵第三十
四代世孙、景德镇诚德轩董事长苏元阳向儋州捐
赠其精心制作的苏洵、苏轼、苏辙陶瓷画像。

“三苏”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学家，很多经典
作品流传至今。苏轼抵达海南后，开创儋州文化
教育的先河，在儋州文化开拓方面作出杰出贡
献。此次捐赠的“三苏”陶瓷画像融景德镇千年制
瓷工艺与“三苏”文化精神内涵于一体，以器载道，
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东坡先生居儋6年，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典范。2013年，我创立苏公窑品牌，将‘三苏’精神
融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之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苏元
阳说，向儋州东坡书院捐赠的苏洵公、苏轼公、苏辙公
陶瓷画像，历时3个月精心手绘而成。希望“三苏”文
化成为景德镇和儋州加强交流合作的纽带。

据了解，儋州将加大对“三苏”文化精神内涵
的挖掘力度，推动文化事业加快发展。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东方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资源变资产 农民增收入
本报八所5月16日电（通讯员方宇杰）2018

年以来，作为全国第二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市县的东方市，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清产核资，让资源变资产，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激发乡村振兴活力。近3年来，东方共有
186个村（居）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界
定成员36.46万人，配股364.61万股，股份经济合
作社累计分红2065.06万元。

近日，在东方八所镇高排村的蜜瓜种植基地，
村民正忙着挑选、打包蜜瓜装车。蜜瓜种植基地
所在地块是高排村的集体土地，共960亩。高排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符菜梅说：“通过招投标流
转出租土地，租金10%作为村委会办公经费，
90%平均分配给村民。”据介绍，该村流转出租的
集体土地共有2600多亩，每年至少为村集体创造
300万元的利润。

在位于东方感城镇的海南感恩花卉公司兰花
种植基地，感城镇宝东村村民苏秀物正在精心管
护兰花。2020年3月，海南感恩花卉公司成立，
整合7个行政村的集体资金，采取“龙头企业+公
司+党支部”的经营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

改革创新改革创新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5月12日，位于儋州市东成镇的海南鑫鹏农业有限公司毛豆生产基地的毛豆采
摘已近尾声。“摘毛豆辛苦，但赚钱多，我手快，最多时1天收入700元。”来自儋州木
棠镇薛宅村的林香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摘1斤毛豆可获得0.5元劳动报酬，一般从
晚上8点开始摘。她和丈夫一起摘，最多时两人1天可领劳务报酬1400元。

近年来，儋州大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推广种植瓜菜、热带水果等新优品种，发挥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进行规模化种植养殖。该市现有200亩以上农业种植基地92个。

近日，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在雅星、大成等镇调研时说：“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
振兴。集中优势资源，以生态循环农业为技术路径，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品质结构和组织经营结构，切实保障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做
优、做精、做强热带特色高效生态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兴旺支撑乡村振
兴。”

以大企业大项目带动，推动热带高
效农业规模化发展。儋州市先后引进了
金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联明农业
有限公司、海南绿翠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等大型企业落户，规模化种植火龙
果、百香果、凤梨、海头地瓜等。截至目
前，该市已种植热带水果 13.67 万亩。
2020年，儋州市级财政投入热带高效农
业发展资金6359万元，重点扩大海头地
瓜、火龙果、榴莲蜜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
面积。

在儋州市排浦镇镇远村黑石村民
小组一片平缓的坡地上，成片种植的凤
梨蔚为壮观。2019年，儋州引进海南泰
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00多万
元，盘活撂荒地，现种植凤梨2000亩，
其中400亩今年收获。“今年3月中旬凤
梨上市，商品果最高地头收购价8元每
斤，平均收购价4元每斤，每亩凤梨纯利
润约1万元。”湖南投资商、海南泰绅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翔说，预计明
年新增1500亩凤梨产果，今年公司还
计划扩种750亩凤梨。

农业大企业带来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
理模式，推动儋州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快
发展。“既要种好，也要卖好，才能实现高效
增收。”罗翔介绍，公司种植凤梨前，会检测
土壤成分，根据土壤情况定制微生物肥料，
且十分注重掌控凤梨的上市时间，科学催
花，争取尽早上市。

产业规模化发展，给村民提供了就
业岗位，增加了村民的工资性收入。海
南泰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凤梨种植基
地除了大量请村民做零工，还提供10多
个长期固定岗位。来自儋州王五镇徐浦
村60岁的村民唐土兰，因年龄较大，外
出就业很难找工作。2020年初，她被海
南泰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聘为固定工，
每月工资4000元。她说：“我家离凤梨
种植基地很近，公司包吃包住，我对这份
工作很满意。”

农业大企业规模化种植，有力促进
了儋州农业结构调整。近两年，儋州引
进海南金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广种植
毛豆，获得成功，2020年该市种植毛豆
5000多亩，2021年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
超过1万亩。“今年公司在东成、光村、王
五等镇种植毛豆5000亩，与农民合作种
植3000亩，签订保底价收购协议，降低
农民的种植风险。”海南金鹏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海良介绍。

规模化种植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
发展。2021年1月，海南金鹏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在东成镇的毛豆种植基地，投
资200多万元购置毛豆初加工生产线，
解决了当地100多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每天加工80吨毛豆，经初加工的毛豆
直接进冷库，再打包运走。”王海良说，今
年以来，该公司已加工毛豆1.2万吨，相
关产品销往全国多个省份的大中城市。

龙头企业带动 农业实现规模化发展

大力推进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建工作，目前儋州6个已建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改造提升的速度正在加快。
借助产业园，儋州计划重点发展冷链物
流、橡胶木加工、乳胶加工、肉制品加工
等农产品收储和加工产业，大力发展粮
食、水产、肉食、山柚、禽蛋等特色农产
品加工业。

儋州引进海南绿翠生态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民益（海南）生态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两
家公司在海头、光村、排
浦、王五等镇种植海
头地瓜 1 万多亩。
海南绿翠生态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思明说：
“公司每年投入
3000万元发展海
头地瓜产业，生产
有机产品，今年海
头地瓜批发价最高

时达16元每斤。我们
搭建线上销售平台，同时

在成都、深圳等地组建线下
销售公司，打通销售渠道，让海头

地瓜卖出好价钱。”
海头镇成立薯留香种植专业合作

社，2018年注入产业扶贫资金280万元，
与海南绿翠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种植海头地瓜，累计带动262户1075名
村民增收。海头镇岭地村脱贫户吴兴隆
说：“我连续3年领到合作社的分红，这一
份收入对我脱贫帮助很大。”

海南绿翠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建设的儋州海头地瓜现代农业产
业园，已获我省相关部门批准。“根据我
省有关政策，最近调整儋州海头地瓜现
代农业产业园规划，计划建设30公里
长的地瓜生态文化走廊。”张思明说，该
现代农业产业园将被打造成集地瓜种
植采摘、科普展示、地瓜特色餐饮、地瓜
文化交流、乡村民宿体验、度假康养等
功能于一体的地瓜文化旅游体。

通过推广种植新奇品种，儋州农业
的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在王五镇东光
村，连片种植的仙人掌成为独特的景观，
中美墨（海南）仙人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仙人掌种植基地，已种植仙
人掌350亩，其仙人掌品种是从墨西哥
引进的，可以食用，还能用于制药、美容、
观赏。该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朱培林说：

“我们种植仙人掌，不使用农药化肥、生
物试剂，通过种植马齿笕和太阳花预防
病虫害。”

儋州通过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产
业，延伸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
品竞争力。中美墨（海南）仙人掌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今年将新种1300亩仙人掌，
盛产期可年产食用仙人掌叶片1000吨、
药用仙人掌叶片200吨、仙人掌果500
吨。“已推出仙人掌鲜榨嫩叶汁、野生仙
人掌果汁等饮料，在三亚、海口等地销
售。”该公司负责人庄丽萍说，公司今年
将建设年产能1万吨的仙人掌（果）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化项目，目前正在推进地
质勘探和设计等工作。

（本报那大5月16日电）

建重点产业园 打造农业产业王牌

儋州市海头镇红坎村的村民在采收地瓜。 通讯员 罗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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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南实验学校项目效果图。 特约记者李珂供图

位于儋州市东成镇
的海南鑫鹏农业有限公
司毛豆生产基地，村民
在田间管理毛豆。

通讯员 羊文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