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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任重道远
见习记者 王明弘
经广东到海南，陆路都需要坐船。从
湛江海安码头行船约一个小时， 便可抵
达海口。 海口码头与海安码头之间繁忙
的航运线路就像一条血管， 维系了海岛
与大陆的文明。为了渡过琼州海峡，火车
需拆成 4 节推进船舱内， 运到对岸的码
头再拼接起来； 自驾的汽车和货车同样
需要开到船上， 一并拉到海口的码头，
人、车和货再依次下船。 天气晴朗时，在
轰鸣航行的船上望向前方， 远处的高楼
大厦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令人兴奋， 回家
路上的疲惫感顿时消失。
海南古称琼州，平均宽度约 29 公里
的琼州海峡将海南与广东割为两地，海
南离京万里，自古便是官员贬谪之地，被
贬谪至海南最有名的官员莫过于苏东
坡。关于海南的偏远，明代名臣王弘诲有
文记载，“
琼州去京师，水陆计将万里，上
官大吏，终岁不至其地。 ”
1988 年 4 月 13 日， 海南建省设立
海南经济特区。随后，又建立海南国际旅
游岛，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南再次站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被寄予厚望。
自贸港政策颁布初期， 很多媒体将
海南对标香港， 多个家乡的亲戚好友也
向我描绘海南未来的蓝图。 回到海口的
我，先坐上公交车去了一趟江东新区，根
据规划， 海口江东新区是建设中国 （
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先行区域。也
就是说，未来海南建设自贸港看海口，海
口看江东新区。
江东新区成立可谓是高举高打，按
其建设目标，到了 2035 年，江东新区要
建成全方位践行中央新发展理念的对外
开放国际化新区， 为全球未来城市建设
树立“
江东样板”。
根据公示的规划定位， 江东新区将
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内外贸、投融资、财
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境等方面政策体
系、 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 以发展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集聚创新要素，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
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
所，全力打造以“
四个国际中心”为支撑
的海南自贸区（
港）总部经济区。
也就是说， 在这片尚未完全开发的
土地上， 将要摸索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港最具有创新力的制度， 甚至要成为全
球未来城市的样板，使命不可谓不高，责
任也相当之重。
进入江东新区，首先到的是灵山，灵
山以前是海口的一个小镇 ，因为距离海
口市区较远，一直没有得到发展，道路两
边多是三层楼高的街前商铺，楼面老旧。
记者看到，大多数商铺已经关门，商铺的
墙上喷涂有字母数字作为标识， 似乎已
进入待拆迁的状态， 灵桂大道的拓宽修
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街上扬
起的灰尘让人难以想象未来这里将会发
生什么样的改变。
公交车刚驶入灵山， 记者感到十分
诧异， 灵山的一排排的商业住宅楼鳞次

湾区小城：
高铁带来春节新气象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栉比，规模宏大。 后来才得知，这一片区
属于棚改区， 某地产商早几年前便已在
此拍下了近 15000 亩地， 而江东新区的
规划公示时间是 2019 年 2 月 3 日，也就
是说，在江东新区还未成立之前，地产商
早已在这里跑马圈地。
公交车到了桂林洋， 道路变成了宽
阔整洁的 6 车道， 道路两侧种了一排排
高挺苍翠的树木， 海口多数大学都位于
江东新区的桂林洋。 缺乏优质大学是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短板之一， 海南整
体教育水平较低， 在岛内没有具有影响
力的好大学，对此，海南应加快培育、引
进优质高校在岛内办学。
破解缺乏优质大学资源的难题，海
南可以向深圳学习，一直以来，缺乏优质
大学也是深圳的难题。一方面，深圳不断
出台吸引人才政策， 从全国乃至全球引
进人才。另一方面，深圳不断与国内外的
优质大学合作开设分校， 目前已经创办
了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院、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北理莫斯
科大学等优质高校， 引进了大量科技人
才创新创业，鼓励高校毕业生留深工作。
为鼓励更多人才留在海南， 海南宣

正月初二，谓之“
开年”。对于广
吉日”。
东人而言，这是一个出门的“
吃过开年饭的吴叔一家， 早早
就收拾好行装， 准备搭乘高铁到广
州，再乘飞机到泰国，计划过一个不
一样的春节。
对很多城市而言， 高铁已经习
以为常。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
中国高铁营业 里 程 达 到 2.9 万 公
里， 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
二，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
密度最高、 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
国家。
但是对吴叔一家， 甚至吴叔所
在的小县城而言， 这是一个新鲜的
东西。
恩平，广东有名的侨乡，是江门
市下辖的县级市，也是吴叔的家乡，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西南边， 是一座
滨海小城。
2018 年 7 月 1 日，随着江湛铁
路 (广东江门至湛江铁路) 正式通
车， 这座滨海小城的人民终于圆了
铁路梦。对于这座小县城而言，这是
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时刻。
“
高铁速度快，舒服，不怕堵车，
真的是出门旅游的首选。”吴叔感叹
道。 按照以往，恩平人要到广州，只
能通过驱车走高速这一途径， 时间
大概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而江湛
铁路开通以后， 恩平到广州仅需一
个半小时。相对以往的出行方式，高
铁不但丰富了民众的出行方式，更
是节省了超过一半的时间。
与吴叔同日出行的还有新婚不
久的小林夫妻。不同的是，小林夫妻
的目的地是湛江。
年初二，回娘家。小林的媳妇老
家在湛江，按照习俗，年初二这一
天， 嫁出去的女儿们会纷纷带着
丈夫、儿女回娘家拜年。 女儿回娘
家， 必然会带着一些丈夫家的特
产送人。
出嫁后第一个春节， 小林的媳
妇挑选了不少“
簕菜茶”带回湛江。
李明珠 吴少龙 王明弘/摄 翟超/制图

布实施“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海
南省省长沈晓明亲自带队到北京中关村
举办“
聚四方之才”招聘会，沈晓明说，
“
海南是一个能让你实现梦想和抱负的
地方，海南还有诗和远方等着你。让我们
一起去海南。 ”
当前， 海南人才引进政策新颁布不
久，硬件软件设施都有待搭建，一部分外

来人口办理人才引进是为了在海南购
房，可见海南试图引进人才，引进发展好
的产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海南必须鼓励更多的外来资本和优
秀人才，以开放促改革，搭建完整人才引
进配套设施， 利用国际贸易岛政策释放
的利好加快全岛建设，如此，海南自由贸
易港才会建设得更好。

“蔬菜之乡” 菜农的变与不变
证券时报记者 杨国强
山东寿光素有 “
中国蔬菜之乡”美
誉，这里是冬暖式大棚蔬菜的发源地。从
记者小时候起， 家乡人就开始种植大棚
蔬菜， 到现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主要
靠此维生和致富。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
新鲜的大棚蔬菜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输往
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广大地区，极大丰
富了老百姓的冬季餐桌， 也奠定和夯实
了自己的“
中国菜都”地位。
家乡人的生计几乎都是围绕蔬菜展
开的，大体可以分为种菜户、存菜户和贩
菜户。后两者往往杂合在一起，因为单纯
的贩菜户比较少， 数量比较多的存菜户
同时也贩菜。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贩菜户
收购时鲜蔬菜后即运往全国各地销售，
而存菜户则是夏天将蔬菜收购后存储在
冷库，到冬天菜品稀缺时再销往市场。多
年来， 这种自发形成的分工模式互为依
存、互相促进，形成了一条四季不间断的
蔬菜产供销链， 助推寿光蔬菜走向国内
外的同时，也富裕了家乡人民。
作为蔬菜之乡出来的人，我一直都
关注着蔬菜水果的价格。 去年入冬以
来，身在南方的我就感觉到市场上菜价
萎靡，尤其是土豆、洋葱、蒜苔等储存菜

品种，价格明显低于往年。 今年春节，在
我回家乡与亲朋好友的交流中，这种感
觉得到了印证。 大棚蔬菜依然蓬勃发
展， 但蔬菜市场的格局在悄然生变，而
这种变化已经冲击到了家乡多年不变
的生计模式。
几个堂兄弟都是种菜户， 问及今冬
情况， 他们都觉得种菜户还是不错的，
“
黄瓜（
即青瓜）贵时能卖到四五块，平时
也有 3 块。 ”“
虽然是暖冬， 苦瓜价格也
行。”听到说老家菜价比深圳菜市场的还
贵，他们认为：“
咱们这边的黄瓜，主要是
销往北方城市，冬天北方蔬菜少，黄瓜又
受北方人喜欢，需求在那价格就可以。 ”
不仅如此，为了增大产量，这两年许
多菜农加建了大棚， 但供给的增大并没
有太多冲击到黄瓜和苦瓜这两大主菜价
格。价格能维持不错还有个原因，这两种
菜在当地已经形成了规模种植效应，“
要
收黄瓜、 苦瓜， 你到咱们镇这来肯定没
错，要多少都行，但要是想收茄子，就得
到胡营（
另一个镇）那边了。”不过种大棚
是个苦活、累活，从入秋到第二年夏天都
不得闲。
而当我说起今冬储存菜的价格低迷
时，大家话又多了起来，“
前些年存蒜、存
土豆、存蒜苔赚钱相对容易些，但现在情

据介绍，簕菜是恩平特色蔬菜，
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因其独特
的口感和药用养生价值， 簕菜被恩
平人搬上了餐桌， 并继而发展出了
簕菜茶、 簕菜沐浴露等多种加工产
品，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小林的媳妇告诉记者， 她这一
次带簕菜茶回去除了探亲送礼以
外，还有另外的目的，希望让亲戚尝
尝， 看看簕菜茶在湛江那边是否会
有商机。
“
倘若亲戚们反馈良好的话，在
湛江开一家茶叶店或许会不错。”小
林的媳妇说。
簕菜茶走出恩平走向湛江，仅
仅是粤西地区“
特产”依靠江湛铁
路串门拜年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
到，诸如湛江的海鲜、生蚝，江门新
会的柑普茶，阳江的马水桔，茂名
信宜的怀乡鸡等粤西“
特产”纷纷
成为恩平人民新春佳节中的 “
明
星”食品。
据江湛铁路恩平站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江湛铁路作为中国“
八
纵八横” 高铁网中沿海快速铁路大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道现有的
广珠城轨江门支线直达广州南站，
这意味着不仅能有效打通粤西地区
交通瓶颈， 为广大粤西人民出行提
供极大的便利， 也大大拉近了各地
游客与粤西优质滨海旅游资源的距
离， 助力粤西城市群更好地融入珠
三角经济圈， 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区。
无论是出行方式的丰富， 还是
商品的快速流动，无可否认的是，高
铁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恩平这座滨
海小城。
而这背后， 是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高速向前推进。
记者了解到， 结束不通高铁的
历史， 这仅仅是恩平这座小城享受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快速推进的其中
一个红利， 随着恩平深度融入全国
高铁网以及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建
设， 届时这个小城将会享受到更大
的红利。

况变了， 连续两三年储存菜的价格都不
行，存菜户很多都赔钱了。 ”存菜一般量
都比较大，根据夏收秋储冬卖的规则，赚
取市场差价，但要付出冷库费、日常保鲜
维护等成本，前些年虽然市场也有波动，
但总体上搞存菜生意赚多赔少， 这个生
意还是不错的。 看到赚钱，很多人加入
了存菜户行列，大户一个人可以包几个
冷库，小户几个人合租一个库，投入金
额从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 前几年，“
蒜
你狠”“
姜你军”的出现，都有这些存菜
户的参与。 但现在不同了，“
存菜户太多
了，而来收货的货主少了，价格起不来，
但冷库费、 日常维护的钱又不可能少，
不亏才怪呢。 ”二哥作为存菜户，对此很
有发言权。
二哥存菜已经 10 多年了，见证了储
存菜市场这些年的起起落落， 现在他也
感觉到了这个市场开始浮现的危机。“
供
应越来越多， 需求不变， 价格怎么起得
来？”为何供应量越来越多？“
现在粮价太
低， 小麦每斤才 1 块多点， 玉米也差不
多，种粮不赚钱，大家就改种菜，再差也
比种粮食赚钱啊。 这样一来，像土豆、大
蒜、洋葱这类储存菜的种植面积大增，市
场供应量也随着大幅增加。 ” 二哥分析
说，“
另外， 很多地方也在学习咱们这的

蔬菜存储模式，实现当地自产自储自销，
也冲击了市场。 ”
对于存菜户的困境， 在市农业产业
集团工作的堂弟则以他们公司为例，给
出了另一种解读，“
现在各行各业都讲规
模化、产业化运作，蔬菜行业也不例外，
我们公司提供果蔬产品产供销一条龙服
务， 公司除了自产， 对外需求量也非常
大，但都有固定的供应商专门供货，而不
是去市场自采， 这就惠及不到没有销售
渠道的普通存菜户。 ”这一点也得到了在
一家幼儿园负责食堂采购的弟媳的侧面
佐证，“
我们食堂以往都是去市场自采原
料再自己加工， 但现在都是直接买半成
品。 比如土豆，过去是去市场买土豆回来
自己削皮切丝， 现在改成直接买供应商
机器流水线切好了的土豆丝， 虽然贵了
一点，但省事了很多。 ”
“
单靠存菜做菜贩子的好日子已经
过去了，存菜户必须要适应新变化、主动
寻找销售渠道和市场切入点才能生存下
去。 ”二哥最后总结说。
变化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比如
在做大传统菜类的同时， 菜农们也在不
断开拓新的种植品种， 增加新的收入来
源。 市场在不断发展变化，家乡人也在与
时俱进，不断改变自己的对策。

小镇青年的康巴什新春之夜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今年的春节康巴什特别热闹，
和以往几年不同， 越来越多的当地
居民选择了留在“
鬼城”，独生子女
把父母接来， 有兄弟姐妹的都相
约聚在一起欢喜过大年。 虽然没
有鄂尔多斯老城区的熙熙攘攘，
但大街小巷张灯结彩， 浓浓的年
味扑面而来。
2019 年是小曹到康巴什工作
的第 6 年，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今
年他安排了年三十白天值班， 和妻
子商量了一下把双方父母从附近的
村里接来康巴什，大年二十九，又开
车去鄂尔多斯机场， 接上了在外地
工作的哥哥一家四口，12 口人一起
共度除夕。 年夜饭桌上菜品也异常
丰富， 有哥哥带来的湖南腊肉腊肠
炒菜，父母从黄河边上买来的鲤鱼，
岳父岳母自己养的羊肉， 妻子在电
商平台上买的蒜蓉扇贝， 一边吃年
夜饭一边看春晚，窗外垒着旺火，到
了 12 点带着儿子女儿一起去外面
放烟花接财神， 整个康巴什和小曹
一家一样， 都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
之中。
特别是今年康巴什改造升级了
城市的夜景景观， 每到夜晚流光溢
彩的灯光秀，让整座城市更显华丽，
点燃了留在此过年的人的热情。 小
曹特意带着全家看了新春灯光展，
虽然是在零下近 20 度的寒冬，站在
成吉思汗广场俯瞰康巴什区中轴
线，采用最先进的数字光电技术，将
整个周边的建筑群都串连起来，鄂
尔多斯大剧院、 博物馆不断有灯光
闪烁过奔腾的骏马，美轮美奂，璀璨
夺目，大人小孩看得不亦乐乎。而接

下来的几天假期以及整个正月，带
着家人还有玩冰雪、 观灯会、 看烟
花、逛庙会等活动，整个春节假期的
行程安排特别紧密。
80 后的他是众多在康巴什工
作的小镇青年典型代表， 夫妻都是
当地的公务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觉得在这里生活幸福指数特别高，
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没有一线城市
的拥挤， 二线城市的忙碌， 空气清
新，环境舒适，人情味也特别浓。
小曹是比较幸运的， 躲过了鄂
尔多斯 2012 年的房价疯狂上涨期，
搭上了 2014 年低房价的末班车，在
市中心区的位置买了一套学位房，
160 平方米的四室一厅， 当时只要
5000 元/平方米，一套房子全部下来
80 万出头，现在房价都翻倍。 由于
小学是康巴什第一小学， 初中又是
北师大附中，学位都比较好，去年他
在的小区均价就超过 1 万元/平方
米。现在康巴什还没有新房，都是二
手房在售，一些 90 后的新同事相对
就有买房的压力， 毕竟好位置的房
子都要过万了，所以 90 后们选择的
往往是在靠近伊金霍洛旗的公务员
小区， 价位相对还低一些，4000~
5000 元/平方米。
随着儿子和女儿的出生长大，
幼儿园小学初中这些问题小曹都不
用考虑了， 他唯一需要的就是琢磨
怎么样搞个副业多赚点钱。 像小曹
这样的 80 后已经逐渐成为康巴什
新区的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力量，未
来还会有更多的 90 后、95 后来到
这里， 年轻人都在努力奋斗过好自
己的小日子，昔日的“
鬼城”已经成
为在这里工作、 生活的康巴什新一
代居民的共同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