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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天! 贯穿全省 "#个市县!"$%多名
中外优秀车手!"$%%公里赛程! 近 &%%万
群众夹道观看""万众瞩目# 一年一度的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于昨晚在三
亚完美收官$

%要把环岛赛打造成时尚靓丽的文化
旅游盛典&'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

环岛赛组委会副主任谭力在听取了有关情
况汇报后提出明确要求'

谭力指出(环岛自行车赛是)国务院关于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支持海南举办的国际大赛之一( 经过
六年的持续努力( 目前已跻身于亚洲顶级自
行车赛之列( 成为了海南各族人民一年一度
的欢乐节日(基本实现了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亚洲顶级#国际一流#每年一届&的办赛目标'

谭力强调(环岛赛已成功举办六届(赞
誉声不断'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清醒
地认识到( 与环法赛等著名国际自行车赛

事相比(环岛赛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如何将环岛赛办成世界知名品牌(

办成海南人民的文化旅游盛典(谭力提出了
具体要求' 一是要努力提高办赛水平' 要总
结六年环岛赛的办赛经验(借鉴环法#环意等
国际自行车赛的成功做法(形成我们自己的
办赛模式(努力缩小与世界顶级赛事的差距!

二是要不断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 目前环岛
赛已得到了众多商业合作伙伴的认可(但同

国际大赛成熟的市场开发模式相比(还有很
多可完善之处(还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
加以提高!三是要充分发挥环岛赛的聚集和
联动效应'环岛赛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也
是海南文化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平台'

要发挥环岛赛的聚集和联动效应(将体育赛
事与文化旅游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将环
岛赛打造成时尚靓丽的文化旅游盛典'

!)*#+,

%$

-"

!" !# "$

!"

!"!!

!

!"

"

./01234

!"#$"$ %#&"'

/0'#56!

'!(%

7

(

&

)

'89

:;<=9>

!"#$

#

%%%&

:;<=9>

!"#'

#

%%%&

./01234

:;<=9>

!"#'

#

%%%&

?

*+,-&

>

./01234

:;<=9>

!"#'

#

%%%&

:;<=9>

!"#'

#

%%%&

/@ABCDE#

FC$GH IJ$GH KLKM$NOKPNQNOK

$

R ST$UV

,)!

UW

,.!

!

XYZ>$

()

#

&

0/[

&***+,-./*0+1. ***+,.23-45+167+1.

/0'#\]^_`a(b$

''$!"(((

%&

#

'()*+,-

*-./

!"

! " # $ % & ' (

cdefgh )( ij %klmcef !*" ij

"a/@

!"

&

#$

'n !!"%&'

()*+," 今冬我省瓜菜能够正常上市'

据省农业厅统计(截至 .+月 ,)日(全省冬
季瓜菜进度与正常年份一致(播种与育种面
积均超过去年同期(三亚#乐东等南部市县
瓜菜 ..月中旬即可上市'

%我种的哈密瓜 ..月底就可以采摘(上
市时间与往年一样'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
镇农民方才和种植 .+++亩哈密瓜( 他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月底 .+月初的风灾(虽然
有影响但不大(通过加强水肥管理(哈密瓜

生长恢复很快'

琼海市是台风影响重灾区(但该市塔洋
镇农民陈业永说(他今年像往年一样(种植
,/+亩辣椒(目前苗已育好(这两天就要移
栽(进度比去年提前约 .(天'

为督促各市县抢农时(抓紧种植冬季瓜
菜(省农业厅每日统计各地种植进度' 截至
.+月 ,)日( 全省种植冬季瓜菜面积 $(万
亩(比去年同期增加 $万亩!育苗可种面积
.)+万亩(比去年同期增加 ,+万亩'

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处长陈文河说(台风

对琼北部瓜菜生产造成影响较大( 主要是
冬种瓜菜苗和供应城市的叶类菜毁损严
重(通过组织全省农机抢排抢收#开展集中
播种育苗#组织服务队下乡指导等措施(加
上 .+月中旬以来全省降水比往年偏少(天
气特别适合播种育苗和瓜菜生长( 被台风
耽搁的农时基本被抢回来'目前(琼北部各
市县普遍播种育苗( 琼南部各市县瓜菜长
势良好(..月下旬可小批量上市'今冬我省
瓜菜整体上市时间比去年提前半个月(与
正常年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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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村职业教育现场会今天在儋州召
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一个好消息(,+.,年
我省将对农村户籍中职生实行免费教育!

,+.&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将全面实行免费
教育'

%十一五&期间(省委#省政府把职业教
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实行重点倾斜#重点
扶持#重点发展(实现了职业教育跨越式发
展' 据统计(,++-年我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仅为 $(0(,%.%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1&0(,+"+年与 ,++-年相比(高中阶段在
校生规模从 ,,万至 &&万人(其中(中职在
校生达 ")万人( 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的提
高贡献了近 ,+个百分点'

为了让更多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
受比较优质的职业教育(,++),,+"+年(各
级财政共投入 "2,亿元完成了全省 "-个县
级职教中心 / 万平方米的基础设施建设'

省财政划拨拿出 &-++万元支持 "-个职教
中心加强重点专业建设(购置一大批实训
设备! 很多市县在职教中心的土地使用#

校园改造#人员编制等多方面也给予积极
扶持'

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我省农村职业
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校园面貌焕然一
新' 农村职业学校教师队伍的数量#结构和
质量都得到明显提升'农村职业学校的教师
总数从 ,++-年的 $+& 人增加到 ,+"+ 年底
的 !)-人(%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也从 "+0增

加到 ,+"+年底的 &/0'此外(我省农村职业
学校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技能方面也取
得显著成绩'在今年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上("-个职教中心获得 (个一等奖("!

个二等奖(("个三等奖'

在中职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不断改
善的同时(近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还拿出
,亿多元推动中职助学金和免学费资金的
落实'省教育厅每年还设立专项资金 &++万
元( 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设
立专项资金 /++万元(面向农村职业学校建
立了生均公用经费制度' 此外(我省还有 !

个市县对就读职教中心的学生实行了%四免
一补&政策(实现学生就读市县职校免费(大
大扩大了农村职教覆盖面和服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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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世界公共厕所设
计大赛和)世界厕所通用标准*专家评审会
近日在海口举行' 经过专家组认真评审(世
界公共厕所设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 ,名#

二等奖 ,名#三等奖 $名(表扬奖若干名'这
是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的'

今年 "" 月 ,, 日至 ,( 日(,+"" 年第
""届世界厕所峰会和世界卫浴洁具和环卫
设备展览会将在海口召开' 世界优秀公厕
设计大赛作为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世
界厕所组织-345.+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
会和海南省住建厅共同举办'

根据 )关于举办世界公共厕所设计大
赛的通知* 要求( 组委会共收到应征方案

''(件(其中国内 !$件(国外 ,'件(并采取
网络投票对应征方案进行民意测评' 根据
测评结果( 海南组委会与世界厕所组织
-345.共同制定了大赛方案的评审流程和
规则(并组织相关国内外专家评审'

据介绍(举办世界公共厕所设计大赛(

可反映当今世界公共厕所的先进设计理
念(为今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公共厕所建
设提供借鉴和参考(改善全球人居环境'本
次获奖方案将编制出版 )世界公共厕所优
秀方案*图集(并将其制作展板(作为会议
材料在峰会上交流(同时在 ,+''年世界卫
浴洁具和环卫设备展览会上的厕所文化展
区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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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海口市海洋和渔业局获悉( 海口市
海岛调查工作日前全面完成( 海洋和渔业
部门为此组织编制了 )海口市海岛调查报
告*' 根据调查结果( 海口市共有 '&个海
岛( 其中 )个海岛进行养殖活动($个海岛
无开发活动( 而进行养殖活动的海岛普遍
存在资源的低水平利用+ 自然环境遭到破
坏+权属关系混乱等问题(亟待合理规划(

进行适度利用'

据介绍( 海口市除乡级以上海岛海甸
岛+ 新埠岛外( 共有海岛 '&个( 总面积
'$)2'/&(万平方米' 其中有居民海岛 '个(

即北港岛(面积 '+&万平方米(为最大的乡
级以下海岛!无居民海岛 ',个(其中(有 )

个海岛进行养殖活动-其中 ,个已经停止.(

$个海岛无开发活动('个为自然保护区'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从事养殖开发的
无居民海岛普遍存在资源的低水平利用+

对海岛自然环境产生破坏+ 对周边海域产
业污染+权属关系混乱等问题!旅游用海岛
开发活动对海岛及周边海域自然环境的保

护较好(但人为改造程度也较大!海岛资源
普遍存在生态资源脆弱+ 环境承载能力差
及基础条件差的问题'

为加强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海口市
海岛调查报告*中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对有
居民海岛的生态保护( 严格限制破坏海岛
生态环境整体性的开发利用活动( 合理规
划海岛资源(保障海岛居民生活(改善人居
环境!二是对无居民海岛进行适度利用(禁
止破坏海岛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 三是对
一些环境承载能力弱的海岛定义为限制性
保护(如浮水墩+上洋墩等!四是对生态环境
严重破损的海岛在限制性保护的基础上开
展修复工作(如竹排坡岛+东华坡岛等!五是
'&个海岛中( 除南渡江口岛位于南渡江出
口的海域外( 其余 ',个海岛均位于东寨港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且有明代地震村庄遗
址等景点( 应充分发挥自然生态和历史资
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游(在海
岛生态承载能力范围内(将该区域规划建设
成集人文+自然+科教+旅游为一体(具有海
岛生态特色的高品质海岛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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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今晚(海南省第三届道德模
范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 荣获我省道德模
范称号的邱宏锐等 $!人被表彰'

据了解( 我省道德模范每两年评选表
彰一届' 从 ,++)年起(前两届全省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第三届全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于
今年 &月开始启动( 经各市县和有关部门
推荐+审核公示和评委评选等程序(我省从
'-/名候选人中选出第三届全省道德模范
获得者 $!人' 其中(李郁林获得了全国道
德模范称号( 邱亚寰等 !人获得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

在今天的颁奖典礼上(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副省长谭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符兴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为 $!

名第三届全省道德模范获得者颁发了证
书' 其中(邱宏锐等 '+人获得全省助人为
乐模范称号(王家强等 '+人获得全省见义
勇为模范称号(莫广珍等 ''人获得全省敬
业奉献模范称号(吴作荣等 '+人获得全省
孝老爱亲模范称号( 李郁林等 /人获得全
省诚实守信模范称号'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总
工会+共青团海南省委和省妇联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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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用服务破解农民增收难题
本报记者 @AB CD 6E8 特约记者 FG

%电视 (-!+元( 餐桌 '(++元( 柜子
""&'+月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
乡罗帅村( 王金花逐一给记者报着家里新
添置的家当价格' 最大的支出还是刚搬进
几个月的新房子(一栋崭新的双拼别墅'不
过她一点也不发愁( 自己应付的那几万元
房款先由%天涯驿站&公司垫付着(可以慢
慢还'

家有 ,+++棵橡胶树(开割 '+++多棵(

每天卖胶水收入约千八百元( 加上每月在
%天涯驿站&公司上班收入 ',++元工资(王
金花的日子让很多人羡慕'

让人羡慕的生活背后( 是一个国家级
贫困县的一群人动的脑筋和下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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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农民人均拥有橡胶近 $亩(可耕种
土地利用率超过 /+0(两项指标在全省均算
高' 但多年来(白沙农民的收入就是上不来'

症结在哪/ 答案(产能低下'

一棵好品种橡胶树如能科学管理和采
割(年产量可达 $公斤到 (2/公斤(而白沙
农户的单株橡胶年产量通常只有 ,公斤'

两年前(白沙县委+县政府投资 ,++万
元建起占地 /)++平方米的职业技能培训基
地(并建立起县+镇+村三级科技培训机制(

分期分批对农民进行培训(向科技要效益'

%今年培训课差不多有十五六期(如
果有空我一定会去学( 没空就让媳妇去
学' &白沙阜龙乡橡胶大户高桂成说(通过
学习( 他的橡胶目前单株年产量达到 $公
斤(是学习前产量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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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两年前( 白沙打安镇乐华村村

民黄金芳在橡胶林下养鸡 '+++只(存活率
最高为 )+0' 今年(他的 )+++只规模养鸡
场(鸡苗存活率高达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我们知识有限(而她一学就会(全靠

她来教我们科学饲养'&黄金芳嘴里的她是
打安镇镇长王永珍'

从 ,++!年开始(白沙在全省率先建设
%技能型乡镇政府&( 每个乡镇干部都要结
合实际情况选学 '门到 ,门技能( 包点包

户进村服务农户'

王永珍的笔记本上( 清楚地记录着她
今年上半年学习情况( 到县农业培训中心
学习 '+个场次(参加专业技能讲师团技能
培训 ',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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