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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确保
冲浪节安全有序地进行!今天记者从万宁
市冲浪节综合指挥部了解到!万宁共制定
了涵盖安全与交通"食品与医疗"海上救
援"消防安全"供电保障"通信保障等方
面 ! 大保障措施! 并成立专门队伍确保
方案实施#

冲浪节期间!万宁日月湾"石梅湾"神

州半岛等海湾嘉宾众多! 来往车辆剧增!

交通安保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万宁市交警
大队为此专门成立冲浪节活动道路交通
安全保卫领导小组!负责冲浪节活动期间
车队进出路线%活动现场"住地的交通管
理和疏导$ 连日来万宁交警部门开展了交
通秩序整顿行动!尤其是重点加强高速公
路"喜来登酒店至日月湾"艾美酒店至日
月湾等路段的交通秩序整治和疏导力度!

以确保交通安全畅通$

在医疗卫生方面!目前!万宁市人民医
院已成立了医疗救援领导小组和医疗救护
小组!准备了两部急救车和病房随时待命$

食品安全是冲浪节指挥部关注的一大重
点! 万宁市派出工作人员到有接待任务的
单位现场检查工作$ 食品安全监督员提前
进驻酒店!进行监督检查$

在水上安全保障方面! 万宁市配备了

"#名救援人员! 中国渔政执法车 "部!中
国渔政执法艇 "艘$ 艇上配备了救生筏等
救生设备!在比赛中跟随冲浪队员!确保他
们的人身安全$

为了保障用电! 万宁市电力部门设
置了安全监督组"电网运行组"线路运行
维护组及现场设备维护组四个工作组!

采取特殊时期保电措施!确定石梅湾"南
燕湾"日月湾旅游区"兴隆地区为重点保
电地区$

比赛期间消防部门处于随时待命状
态!电信部门也提前入场做好准备工作!确
保日月湾"宾馆"酒店通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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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里的菜比市场便宜$ '昨天上午!位
于海口市五指山路的海口首家放心农副产
品平价商店正式开业前! 附近居民已把不
大的门店挤得水泄不通$

记者在店内看到!胡萝卜每斤售价 "$%

元! 比附近龙舌坡农贸市场每斤便宜 #$&

元!莴笋每斤 '$(元!便宜 #$()"元!罗牛山
自产的芥蓝每斤售价 '$(元!而市场价格为
每斤 *)(元!便宜幅度最大$

由海南罗牛山有限公司注资的海口首
家平价商店! 主营农副产品有近 %#种!除
新鲜的蔬菜%蛋%肉等外!还有米%油%茶叶%

调味料等搭配品种!经营总品种有上百个$

根据海口物价部门相关通知要求! 平价商
店中所出售的列入 (日常农副产品目录)

*以下简称(目录)+的商品!要按低于当地
市场价格 (+至 "#+的价格销售$

海口市物价局局长吴健林表示! 首家
平价商店的开业! 是加速海口农产品流通

的一种新形式! 标志着海口市又一项民生
工程得到落实! 为政府加强对市场价格的
监管"调控"平抑提供了新的平台$ 平价商
店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政府引导! 企业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通过产销对接"连锁经营"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让利销售群
众生活必需农副产品$ 物价部门对平价商
店进行全程监控! 如果平价商店列入政府
(目录) 的商品价格没有低于市场均价!则
属于价格欺诈行为$ 下一步海口市还将出
台平价商店的管理细则! 以指导更多参与
平价商品的企业规范经营$

平价商店负责人杜德英告诉记者!在
保证平价产品供应充足方面! 罗牛山在已
建成的 '##亩蔬菜生产基地基础上! 年内
又新建了 ,##亩大棚蔬菜基地! 同时与五
指山一个 !##亩的高山蔬菜生产基地进行
了接洽!自种蔬菜品种能达 (#多个$

据介绍!罗牛山公司计划到明年 !月之
前在海口市区范围内推广 '#家平价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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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0 1$% 特约记者 ,-2

'#"" 年*第二届+中国海南万宁国际
冲浪节 "#月 '(日将在日月湾开幕$届时!

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高手相聚日月
湾!日月湾会因冲浪被瞩目$

日月湾的海浪!已被人所熟悉!其实在
日月湾!还隐藏着一个美丽的茄新河湿地!

多年以来! 它一直不被外界所知$ 今天上
午!记者探访茄新河湿地!它的宁静"美丽"

清纯! 让人感叹上天将如此美丽的湿地赐
予日月湾$

茄新河发源于牛岭山脉北麓! 蜿蜒而
下!在日月湾入海$因为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分界处!茄新河湿地植物具有多样性!其中
水椰"青皮林"白骨木等树种!在其他地方

难得一见$

我们的车子从日月湾出口下! 一路向
南! 穿过数个村庄与林间小路! 才到茄新
河$河水很安静!河面上漂着的树叶在告诉
我们!河水在流淌!岸上一棵老树!伸向河
中央!此情此景!恰如一幅山水画$

河水蜿蜒入海!沿河而下!茂密的青皮林
间!白鹭翩飞$几只淘气的白鹭竟惬意地栖息
在黄牛的身上!一起懒洋洋地享受着阳光$

&这几年我们保护区实施了茄新河湿
地保护项目以后!白鹭越来越多了!因为它
们可以吃的东西多了$'万宁青皮林省级自
然保护区的站长卓上标说$在他的引领下!

记者一行人走进了青皮林深处$

林中栖息的小鸟被突然探访的陌生人
惊起!扑扑愣愣地扇动着翅膀!从枝丫间夺
路而逃$ 从林木缝隙吹来的阵阵凉风!赶走
了烈日的燥热$ 林下有许多小螃蟹!不等人
靠近!便飞一般窜进洞里了,,

据介绍! 日月湾的青皮林是从石梅湾
延伸过来的$ 这块从清朝光绪年间便受到
官府保护的珍贵青皮林地!"-%#年起由广
东省人民政府设立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为
"*',*亩$ 保护区的植物种类繁多!据植物
专家调查统计!保护区内的植物资源有 !-

科 "*,属 "&'种! 其中有我省!级贵重木
材青皮以及硬核"水椰"玉蕊"海南苏铁等
珍稀植物品种$

多年来!万宁一直重点保护石梅湾"日
月湾的青皮林! 也使得茄新河湿地得到了
完整的保护$ 卓上标说-&我们在保护的基
础上!还对湿地植被进行恢复!共 *#公顷!

以自然恢复为主!另用人工手段辅助$ '

&看!那片木麻黄林是我们为了恢复生
态系统补种的$ ' 他说$

荡起小船!沿着茄新河!徜徉在湿地的
怀抱中!随行的林业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天恰逢退潮期! 要是赶上每个月农历初
一或十五!海水涨潮!茄新河一半是河水!

一半是海水!泛舟可深入河上游几公里!又
是另一番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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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389 :;<"临高县多文镇头神
村的空心菜是当地的品牌农产品! 远销广
州"海口等城市!由于种植面积仅 '## 亩!

很难形成规模$ 如今村里建设文明生态村!

政府引导大家发展空心菜产业! 准备把村
里的沼泽地整理成水田$

&这片沼泽地整理好后!种植面积能达
到 (## 亩$ 每户人家收入将增加好几千
元'$ 记者了解到!在临高像头神村这样!

通过建设文明生态村而形成特色产业的村
不在少数!如博厚洋大村是瓜菜村"临城林

银村是旅游村"波莲冰廉村是果蔗村等$

临高县文明办主任王贵达告诉记者!

为了帮扶村民发展特色产业! 临高整合涉
农资金!免费为农民提供种苗等生产物资!

以促进农民增收$ 临高还利用机关干部下
乡的契机!让干部和农户形成&一对一'的
帮扶关系! 切实解决特色产业形成中存在
的问题$

临高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朱美莲介绍!

临高创建文明生态村! 始终围绕发展农村
经济这个核心内容!通过制定生产规划!调
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达到农民收入
增加!村容村貌改观的目的$

第二届尖峰岭登山赛举行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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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今天!第二届中国海南
乐东尖峰岭登山比赛在美丽的尖峰岭脚
下隆重举行$ 全国百名登山爱好者参加登
山赛角逐$

上午 %时 ,#分! 乐东尖峰岭国家森林
公园内!"## 名男女登山好手向海拔 "*"'

米的峰顶进发$

本届登山比赛以&生命贵在运动!人生
乐在攀登'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十多个
省市的 ,##多名登山好手和爱好者报名参
赛$组委会最终筛选出 "##名选手参加本次

比赛!其中男子组 !#人!女子组 *#人$

据悉!参赛选手中既有去年的登山赛冠
亚军!还有铁人三项"马拉松和自行车拉力
赛运动的佼佼者! 为比赛增加了精彩的看
点$ 今年的总赛程长 &$"公里! 其中爬坡路
($,公里!登山道 "$%公里!难度较去年比赛
有所增加$ 据悉!"$%公里长登山步道!是去
年新修的!分为石阶和木阶两种!在个别地
段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山道$

- 时 '# 分左右!在海拔 ""%% 米!一位
先到的女选手发出惊呼-&云海. 大家看!云
海. '选手们忍不住欢呼起来$

"#时左右!大部分选手到达峰顶///海
拔 "*"'米处$ 但见!天高气爽!云开雾散!群
山巍峨!苍茫林海尽收眼底!远处龙沐湾碧海
银沙!附近水村山廓清晰可见$ 又过了一会!

山顶突起大雾!云烟缭绕!飘渺如仙境!&云%

林%雾'交相变幻!美不胜收$

选手李惠兰来自深圳!她说-&这里的山
不高!登山难度也不大!但绝对是我登过的
最美的山峰之一$ '

最终! 来自重庆的 !号选手王志成!以
总用时 ,%分 '&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男子组
冠军$另一位同样来自重庆的 %号选手喻文

利! 以 ,%分 *&秒的微弱差距紧随其后!获
得男子组亚军$ 据悉!这两人也是去年首届
乐东尖峰岭登山赛的冠%亚军!今年又成功
蝉联$

女子组的冠军! 被来自山东的 &(号选
手陈春艳以 ('分 "*秒的比赛成绩夺得$陈
春燕目前是山东理工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
生!今年只有 '#岁$ 她也是 '##-年泰山登
山比赛年度总决赛亚军!'#"# 年六盘水全
国登山比赛冠军$

组委会对男女各组的前 "(名选手进行
了奖励!其中冠军奖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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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67389"今天下午!记者在多
文镇农贸市场看到! 满载着果蔗的拖
拉机一到市场! 前来赶集的群众和收
购的客商就争相抢购!果蔗交易市场热
闹非凡$一位从澄迈福山赶来的客商对
记者说! 这些甘蔗都是皇桐镇武成村
农民种植的!品质好!他们运到福山!不
到二十分钟!就可卖完一车!一车可赚
,##多元$

武成村村民李成书自豪地告诉记
者!他们村种植的黑皮果蔗色泽好!口感
甘爽!深受顾客的青睐!海口%儋州%澄迈
等市县的客商纷纷来武成村收购果蔗$

村民吴光学告诉记者! 他今年种果蔗 *

亩多!已收入 '万多元!刚刚又卖了几十
捆果蔗!收入 (###多元$

据了解! 皇桐镇洋黄村委会武成村
位于临高县东部! 土壤肥沃! 水利灌溉
好$ '##'年!村民吴小军率先种植果蔗!

当年收入几千元$

如今武成村全村种植果蔗面积达
'## 亩! 全村靠果蔗经济年收入超过
"##万元$临高县有关部门趁势引导!帮
助村民建立果蔗集市%联系客商.小村生
意越做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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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行动快!效果好$ 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近期开展的科技救灾工作! 一再受到
农业部和省政府的高度肯定$今天上午!该
院又增派 (支科技救灾队伍 '##名专家!

奔赴各灾区! 拉开了第二阶段科技救灾大
会战的序幕$

今天上午 %时!热科院城西院区内!救
灾的红旗伴着晨风飘扬$ 简短的出征仪式
之后!'##名专家立即分批开赴海口%儋州%

澄迈等市县!为当地农民提供橡胶%香蕉%

瓜菜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

据统计! 截至今日! 热科院已派出 "#

支科技服务队 '##多名专家深入到文昌%

海口% 儋州% 临高等 "#个市县 *#多个乡
镇%"#多个农场!开展了橡胶%甘蔗%香蕉%

木薯等热带作物! 以及冬季瓜菜灾害技术
指导和病虫害防控服务工作! 发放科技救
灾技术手册和&明白纸'"!###多份$

热科院院长王庆煌告诉记者! 当前是
海南灾后恢复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 恢复
农业生产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既是攻坚战!

也是持久战$ 今天增派的 (支科技救灾队
伍 '##名专家! 是响应海南省政府召开的
全省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会议! 增强一线救
灾恢复生产的技术力量!全力开展&救灾行
动进千村!科技服务进万家'专项行动!努
力把灾区农业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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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助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近日正式开
业!我省中小企业又多了一条融资渠道!这
也将是我省探索民间投融资管理新模式的
有益尝试$

目前我国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短
缺%融资难问题$就海南而言!截至 '#"#年
底! 我省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数
目为 "#$-万家左右$ '##-年我省中小企业
对 /01的贡献率达 *#+!'##%年中小企业
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部企业从业人数的
%-+$ 去年我省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达 ,'亿
元!其中企业自有资金逾 (成!金融机构贷
款近 ,成!民间借贷逾 '成!政府财政扶持
仅为 '$(+$ 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

据了解! 海南助业担保公司是一个具

有金融属性的担保机构! 通过对民间借贷
进行履约担保! 使民间借贷合法化% 规范
化%公开化$ 同时为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

担保公司对其每一笔担保业务都做严格审
查!一旦发生逾期或违约!担保公司将在约
定期限内承担代为偿付的义务$

海南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说!当
前社会闲散资金较多! 如何引导这些资金
进入实体经济是个大难题! 而中小企业普
遍缺钱$他说!以往海南成立的担保公司的
担保模式主要是银行和担保公司合作!担
保公司获得银行授信后!由银行负责放贷!

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海南助业投资担保公
司的担保模式和以往不同! 该公司主要通
过引导和规范民间闲散资金投资! 增加和
保障百姓财产性权益的运作模式! 为各类
中小企业和个人担保融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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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QCD 通讯员 RST

早晨 !时 *#分! 临高角的天空明亮起
来!天微微有些细雨$ 临高灯塔守塔人王健
将灯塔的射灯关了!然后走到灯塔前!缓缓
升起了国旗!海风吹拂过来!国旗迎风招展!

猎猎作响$ 王健无语注视了片刻!转身走回
灯塔!慢慢擦拭起来$

灯塔临海而建!是百年灯塔$ 海边的风
和空气都带着很重的盐分$ 王健每天早晨!

都要用淡水擦拭灯塔内外!以减轻海风对灯
塔的腐蚀$

每天升降国旗!每天开关塔灯!每天用
淡水擦拭灯塔$这是父亲王光民留给王健最
重要的三件事$&什么都可以忘记!这三件事
不能忘!尤其前两件$ '王光民!是解放后临
高灯塔第二代守塔人!从 "-!-年至 '##'年
退休!他守护临高灯塔 *'年!风雨无阻!为
过往的船只亮起一盏航行明灯$

虽然退休了! 王光民仍然舍不得临高灯
塔!几乎每天都会来灯塔转悠!一是看看儿子
工作状况!一是看到了灯塔心里更踏实$ &他
在家中呆不惯! 午休% 晚上! 一般都睡在这
里$ '在王健心中!&#余岁的父亲是临高灯塔
的一部分!灯塔也是父亲生命最重要的组成$

陪同记者采访的海南海事局海口航标
处工作人员吴淑英介绍! 临高灯塔建于清
光绪十九年*公元 "%-,年+!由清海关船钞
股投资兴建! 采用的是当时国外先进的航
标技术$ 塔身为铸铁圆筒体结构!是船舶进
出琼州海峡西口的重要助航标志! 曾为参
加解放海南渡海战役的船舶指引航向$

"--&年! 临高灯塔被国际航标协会列入世
界一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册0'##' 年登上
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历史文物灯塔纪念邮
票0'##-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沿着 %"级螺旋状的黑色铸铁阶梯拾级
而上!登上灯塔顶部!"##多年前生产的牛眼
航标灯! 依然洁净锃亮! 手工打磨的玻璃透
镜!嵌在线条流畅圆润的铜框里!揭示其厚重
的历史$王健爱惜地摸着玻璃透镜$ &现在这
种灯已经不生产了! 它是世上最稀有的航标
灯$ 虽然很古老!可射程却远达 "%海里$ '

但在那个年代!守灯塔并不是件轻松的
活儿$ &当时!已将灯塔的煤油灯改成乙炔气
了!一罐乙炔气几十斤重!灯塔筒里很窄!转
身都困难!要扛上去!真的很累人$ '除此之
外!保养灯塔也是件难事$ 当时没水没电!王
光民必须从家里挑来淡水擦洗灯塔!还要一桶
一桶搬上去$ ''米高的灯塔%%"级螺旋楼梯%

,(#条栏杆和拉条!每天擦洗一遍!艰苦可想
而知$ 上了油漆的灯塔非常光滑!每次擦洗都
得万分小心$ "-%*年!在灯塔内部维护时!王
光民从 *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造成严重脑震
荡$ 直到 "--(年!灯塔才有了自来水$

&凡是有人值守的灯塔!每天都得按规
定!晚上开灯时降旗!早晨关灯时升旗$ '吴
淑英说!海边盐分重!每个月都得换几面崭
新的国旗$

&王健现在的工作轻松多了$'王光民说!

灯塔的灯从煤油灯到乙炔灯! 再到如今的白
炽灯!灯器的不断更新换代!以及避雷设施%

防火设施!还有雷达应答器的安装!都显示出
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他晚年的生活!

就是天天到灯塔来!和儿子一起守着灯塔$日
子久了!父子俩更多时候!相对无语静坐$

晚上 !时 ,#分!临高角渐渐暗了下来!

王健打开了牛眼航标灯!明亮的灯光穿透薄
暮!射向遥远的海面!为远行的船舶指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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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WXY" 记者今天从省统计局了解
到!今年前三个季度!我省各港口码头和机
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同比
增长 -$'+!接近两位数!增幅之高!体现出
我省作为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 对境外游
客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

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另一方面!在
前三季度的全部旅客吞吐量中! 离港旅客
比进港旅客又多了大约 ,#万人次!且呈逐

渐增长之势$

省统计局有关专家分析认为!岛外来
海南旅游的游客逐年逐月增多是不可改
变的大势!但游客有进有出!进出量大体
相当! 在统计数据中体现出的离大于进!

主要还是本岛居民赴岛外求学% 谋生所
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本岛与外部
世界的开放度与交融度的扩大与加深!同
时也是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繁荣发展的
突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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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 多名哈萨克斯坦游客乘坐
包机从阿拉木图直飞三亚! 这是今年旅游
旺季复航的首架哈萨克斯坦旅游包机$

&阿拉木图至三亚航线非常火爆!首航
航班座位在 -月底就已被预订一空$ '负责
运营包机航线的三亚盛达国旅董事长侯江
萍介绍!从 '##-年 ""月开始!该公司与哈
萨克斯坦斯卡特航空公司联合开辟了这条
航线!每周往返 "对航班!在旺季运营近 !

个月$

据了解!去年 % 月!公安部批准海南
在已有 '"国免签政策基础上!增加芬兰%

丹麦%挪威%乌克兰%哈萨克斯坦 (国为入

境免签证国家$ 这项措施极大方便了哈萨
克斯坦等国游客来琼旅游度假$ 在俄语系
国家中! 哈萨克斯坦来琼游客量仅次于俄
罗斯$

为了满足游客需求! 斯卡特航空公司
决定!从今年 "#月到明年 ,月!再开辟从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直飞三亚的包机
航线$

&哈萨克斯坦至三亚有望实现全年通
航$ '侯江萍说!往年!哈萨克斯坦直飞三亚
航线在旅游淡季会减少航班甚至暂停$ 而
从目前旺盛的市场需求来看! 包机航班在
明年淡季将不减反增! 哈萨克斯坦游客全
年任何时段都可直飞三亚度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