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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控非洲猪瘟疫情

我市放心猪肉销售点增至 28 个
保障市场猪肉供应

本报讯 （记者覃凯）5 月 14 日，
记者从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
获悉，为方便市民购买放心猪肉，我
市在原有 17 个放心猪肉销售点的基
础上继续增设 11 个猪肉销售点，进
一步保障全市范围内的猪肉供应。
据了解，此次新增的猪肉销售点
有庞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那大城
区）、两院市场、西庆市场、西联南珠
农贸市场、长坡农贸市场、洛基农贸
市场、木棠市场、八一金川市场、雅星
市场、峨蔓农贸市场、海头市场 11 个
放心猪肉销售点，目前全市范围内共
有 28 个放心猪肉销售点。
随着放心猪肉销售点不断增多，
我市唯一一家定点生猪屠宰企业能
否确保猪肉供应充足稳定？海南食
为天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表
示，目前该公司每天从各销售点接到
的订单共有 300 多只猪，而屠宰厂最

大生产量可达每日 5000 至 6000 余
只，供应能力仍有较大空间，市民不
需要担心猪肉供应。
“为切实保障市民的消费需求，
确保市场生鲜猪肉供应，所有进场的
生猪经过消毒、清洗、抽血化验等环
节层层把关，我们一定确保生猪不携
带猪瘟病毒后才进行宰杀，以阻断疫
情传播途径，继续做好放心猪肉的供
应工作。”该负责人表示。
市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猪肉是老百姓日常饮
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要继
续强化非洲猪瘟防控举措，严防带病
猪肉流入市场，另一方面也要保障猪
肉供应，确保老百姓吃上放心猪肉，
促进肉类市场价格稳定。
➡图为市民在军屯农贸市场放
心猪肉销售点选购生鲜猪肉。
本报记者 何文新 摄

禁止向养殖户提供泔水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科普非洲猪瘟防控

1953 家餐饮
单位签订承诺书
本报讯 （记者覃凯）5 月 14 日，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
全力做好我市“非洲猪瘟”防控工
作，该局积极组织开展了防控“非洲
猪瘟”餐饮环节餐厨废弃物专项整
治工作，1953 家签订《餐厨废弃物
处置承诺书》，提出监督指导意见
1953 份。
“对儋州辖区餐饮服务经营者
产生的餐厨废弃物数量进行调研
摸底。”该负责人说，非洲猪瘟防
疫工作开展以来，我市不断加强
宣传教育，及时将相关要求告知
给广大餐饮单位，建立举报机
制，严查使用泔水喂猪的相关违
法违规行为。

预防要重点做到“六不、六要”
“六不”
：
不能放养生猪
不能使用泔水喂猪
不能未经检疫，买卖健康状况不明的生猪及其产品
不能随意销售、宰杀、
抛弃病死猪
不能让外来人员、
车辆随意进入自家养殖区域
不能随意到访其他养殖场、屠宰场（点）、生猪市场特别是疫点
和疫区，
以免沾染非洲猪瘟病毒进入自家猪场

本报讯 第 131 期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5 月 13 日晚播出。
本期节目中，疫情防控专家、中国动
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副主任黄保
续受邀走上讲台，为观众系统介绍
非洲猪瘟的主要症状、传播途径和

科普知识

预防措施，
并现场答疑解惑。
黄保续在课堂上指出，非洲猪
瘟的主要症状可以概括为 5 个方
面：一是病猪出现高烧；二是病猪身
体发红、发紫；三是部分病猪表现为
呕吐、口鼻出血，甚至粪便带血；四

要对生猪实施圈养，实施全进全出的生产模式
要做到养殖区和生活区相隔离
要对进出境车辆严格消毒，
进出人员需更换衣物
要做好经常性消毒和灭鼠、
灭蝇工作
要保持良好的防疫习惯，饲养人员接触外部生猪、生肉后，需洗
澡、更换衣物后再去喂猪
要配合畜牧兽医部门做好防疫检疫工作

是母猪有流产的情况发生；五是病
猪死亡率很高。黄保续提醒，当发
现上述情况时，应及时报告当地畜
牧兽医部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课堂上，黄保续介绍，预防非洲
猪瘟要做到“六不、六要”。黄保续

还现场解答了养殖户关心的一些问
题，例如，五脚猪（也叫五指山猪、老
鼠猪，属野猪科）会感染非洲猪瘟，
建议养殖户做好防疫和驱虫工作；
而豪猪和家猪不同科不同种，不会
感染非洲猪瘟。 （据《海南日报》
）

传承弘扬东坡文化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苏学专家学者建言东坡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编者按
5 月 13 日，
第四届东坡居儋思想文
化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苏学研究专家学者汇聚儋州，
研究东坡
贬琼三年为海南留下的宝贵文化资源。
会上，苏学专家学者就儋州如何
挖掘东坡历史遗存、传承和弘扬东坡
文化,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
推动海南西部旅游产
业发展建言献策。
▶5 月 13 日，第四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
在我市召开。
本报记者 韦斌 摄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冷成金: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贺黎明：

省作协副秘书长、
海口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彭桐:

建立国家级东坡馆
创办东坡诗词文化节

建设苏东坡桄榔庵博物馆
丰富儋州故城历史文化内涵

以
“东坡井泉”
为红线
牵起海南东西城乡游

提起成都，人们会自然而然想
起“杜甫草堂”。然而，提起儋州，
有谁知道这里曾经也有辉煌一时
的苏东坡
“桄榔庵”？贺黎明认为，
通过苏东坡桄榔庵博物馆的建设，
更好的通过实物触摸历史，让我们
了解老先生千年前的生活状态，更
加有利于弘扬
“苏学”，研究苏东坡
卜居文化。
他认为，在当下，国家民族正
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不论是国
家领导人对东坡先生海南书写的
高度重视，还是专家学者的多年
呼吁，以及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
历史机遇，都应该重建苏东坡桄榔
庵博物馆。
贺黎明表示，儋州故城保护项
目为启动桄榔庵博物馆建设开启
了千年一遇的良机。桄榔庵遗址
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基础夯
土零星可见，属建设控制地带。目
前，儋州故城的保护工作已经启

动，按照有关规定，不得破坏文物
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进行有
损景观效果与和谐性的行为。因
此，他建议在现遗址附近，另行选
址兴建桄榔庵博物馆。抓住兴建
桄榔庵博物馆这一良机，完成海南
文化复兴的这一壮举。
贺黎明建议，按照清末明初的
桄榔庵规模为基础，保留清末明初
建筑风格，恢复并新建苏东坡桄榔
庵博物馆，
完善其功能，
并与儋州故
城的整体规划相协调。
如有条件，
可
以从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往事中挖
掘拍摄一部桄榔庵的电影在博物馆
中展影。苏东坡桄榔庵博物馆的建
设，将极大丰富和发展儋州故城的
历史文化内涵、
现实文化载体，
将成
为海南一座新的文化高地，让桄榔
庵成为看得见的精神寓所，同时保
留桄榔庵遗址，
让历史与现实呼应，
让后人在时光交错中穿越历史，思
考当下，
走向未来。 (记者韦斌)

查找问题立行立改
全力做好迎检工作
本报讯 （记者林晓云）教育部将于 5 月 20 日
到我市进行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的评估认定，
为做好迎
“国检”
工作，
5月13日，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联席会议暨迎
“国检”
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温龙，副市长刘冲出席
会议并讲话。
温龙要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迎“国检”工作
是必须要过的一关，各部门要从“快”
“ 实”
“ 细”
“严”上下功夫，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以迎检
为契机，把精力放在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上，突出在“基础设施”上抓投入、在“教育创新”
上下功夫、在“重点突破”上出实招、在“改革发
展”上做精准、在“作风建设”上去沉疴，整合教育
资源，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布局，推进规模化
办学，充实教师队伍，提升教学质量，深入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全力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
环境大幅优化，教学质量逐步提升，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刘冲还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压
实责任，切实增强迎检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要组织全体责任督学开展最后一轮专项督
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市教育局要组织部分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学校调研，深入了解我
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成果，提高公众满意
度。城投公司要抓紧完成未完成项目建设工
作。市教育局、财政局、公安局等要研究解决
学校工程存在的问题，全力做好迎检工作。国
检期间，各相关单位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
力配合国家督导组的检查。

“六要”
：

关注第四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

“千年英雄”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东
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儋州和海南的一张文化名片。冷成金认为，弘扬东
坡文化，传承东坡精神，提升人文素养，对推动儋州
和海南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海南自由贸易
区、自由贸易港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如何具体促进东坡文化与旅游开发的问
题，冷成金建议：一是建立国家级东坡馆，二是创办
东坡诗词文化节。他认为，海南现在就应该筹划建
立国家级东坡文化馆，以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
设施和最引人入胜的情景设计再现东坡居儋三年
的重要事迹和诗文情景，将东坡文化馆打造成游、
研、学、住、培训和养生为一体的综合体，在一定意
义上使之成为海南旅游重要目的地。同时，还应该
创办东坡诗词文化节，吸引全世界的华人来此创作
诗词，使海南真正成为诗乡歌海，将诗词文化节办
成海南旅游者的精神家园。
冷成金还建议，海南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歌舞
宝藏，如儋州极富当地特色山歌调声。应该像当年
的李广田整理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那样，对这些民
间歌舞进行再创造，使之焕发出时代的活力，为海
南旅游提供不尽的文化动力。
(记者韦斌)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联席会议
暨迎“国检”工作部署会议要求

彭桐认为，建设海南自贸
区（港），需 要 提 升 海 岛 旅 游
业，需要改造升级传统旅游的
方方面面，以新元素新亮点新
路线新品牌等吸引岛内外游客
的眼球。近千年前的大文豪苏
东坡晚年谪居儋州三年，本身
就是一笔巨大的人文历史财
富，完全可融入旅游业。而苏
东坡从海口至儋州的路线，尤
其是在海口和儋州两地与之有
多个相关“井泉”作为这条线上
的闪光点，就可以作为不可忽
略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媒介，
由此打造一条极具诱惑力的东
西线黄金旅游线路。
彭桐建议，走“东坡月半弓
之路”，把苏东坡由海口府城至
儋州中和镇足迹所到之地，走
访一追，探访其旧踪，这可作
为一条“东坡游”的旅游线
路。将两地之间与东坡有关的

泉井串连，设计一条“陪你看
东坡井”“探访东坡泉”等线
路，让其成为一条海南或国内
旅游黄金线。
彭桐表示，将东坡在琼泉
井串珠成链，形成一条新型特
色旅游线路，可作一日游或两
日游。井作为乡愁上的意义和
精神象征，这条旅游线路上，需
要突出彰显泉井。因此，要做
好尚存之井的指示牌，中英文
名称牌和简介，将其用东坡字
体刻石树碑，在井泉所在景区
和人们心目中放大对于不复存
在之井，不可忘与弃，均要展示
给世人，特别是要讲好东坡井
泉故事，这样由井泉所串起的
旅游线路也会串起个个动人心
魄的力量和闪光点，增添其文
化内涵，从而有别于其他观光
式旅游的线路，使之成为一条
文化游品牌路线。(记者韦斌)

十二届市委第九轮巡察村
(居)党组织工作动员部署会暨巡
察干部座谈培训会提出

全市村级党组织
实现巡察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李秋欢 通讯员廖全元）5 月 13
日上午，十二届市委第九轮巡察村(居)党组织工
作动员部署会暨巡察干部座谈培训会召开。本
轮巡察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七个巡察组，对那
大、大成、雅星、和庆、南丰、东成、海头等 7 个镇
147 个村（居）党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常规巡
察，时间从 5 月 13 日至 6 月 12 日。至此，我市全
面实现村级党组织巡察全覆盖目标。
受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王志强委托，市纪委
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市委巡察办主任张素萍主持会议。
据了解，本轮巡察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党组织建设到哪里，巡视巡察就跟进到哪里”的
重要指示精神，把巡察延伸到村（居）党组织，通
过巡察，着力发现和解决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三资”管理、基层
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推
动解决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增强基层党组
织领导核心作用，净化村（居）基层政治生态，提
升城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推动乡村振兴。
本次巡察将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全面从严治党、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
问题”，重点检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着重对脱贫攻坚、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三
资”管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反“电诈”工作、
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情况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情况
进行巡察监督。
会议对新组建的巡察组成员进行座谈式
培训。
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巡察办相关
负责人及巡察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文物消防安防
培训班开班
本 报 讯 （记 者 林 晓 云）5 月 13 日 上 午 ，市
2019 年度文物消防安防培训班开班。市旅文系
统相关干部职工、各镇文化文物工作负责人、市
域范围内重点管控文物管理使用人和所有权单
位相关负责人等 6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全防范
技术与工程专业教授、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安防
专家库专家陈志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
火研究所工程师刘昊以及甘肃省文物局安全督
察处副调研员梁建宏专题讲授文物消防、安防及
文物保护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
据了解，我市现有已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保
护单位 260 处。其中，国家级 2 处分别是东坡书
院和儋州故城，省级 9 处，市级 47 处，未定级文物
202 处。我市现有可移动文物 2959 件（套），一级
文物 1 件，二级文物 9 件，三级文物 39 件；另外还
有 12 大类、60 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其中儋州
调声和晒盐技艺分别为首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近年来，我市完善 58 处市级
以上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编制了东
坡书院和儋州故城的保护规划，修缮了东坡书
院、琼崖纵队、东林堂等文物。
市长助理刘登阁作开班动员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