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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b#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至霸王岭旅游公路工程勘察设计招标
cdef#昌江黎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cdgh#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_`ij#本项目为新建公路工程，全长24.325公里。
kdlmnop：要求投标人须为同时具备公路行业（公路工程）专

业甲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和岩土工程勘察专业甲级资质的单一投标人，或符
合上述资质要求的联合体，并具有类似工程同等规模以上勘察设计业绩，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项目设计负责人须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为在本单位员工（提供社保证明）；项目勘察负责
人须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为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
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具备公路行业（公路工程）专业甲级
及以上设计资质的单位，联合体的组成单位不得超过二家（含二家）。联合
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cdqrstu#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2月7日08：30至
2012年2月13日17：30止登陆省政务中心电子招投标系统（http：//218.
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海口国兴大道支行
；户名：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账号：46001002537052501542）本
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网站上发布。

vwl#招标人柯先生 26622315 !

ghxy 唐小姐 68589894
详情请登陆：http：//hizw.gov.cn/招投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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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b#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河第三大桥工程勘察设计招标
cdef#昌江黎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cdgh#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_`zj#本项目为新建大桥一座，全长1.258公里，包括437米长主桥和821

米长两岸引道。
kdlmnop# 投标人须为同时具备市政公用行业和公路行业（桥梁、道

路）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和岩土工程勘察专业甲级资质的单一投标人，或
符合上述资质要求的联合体，并具有类似工程同等规模以上勘察设计业绩，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项目设计负责人须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
为在本单位注册职工；项目勘察负责人须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为在本单位注册
的国家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外省进琼勘察设计企业应持省建设厅颁发的《省外建
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同时具备
市政公用行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公路行业（桥梁工程）专业甲级及以上设计资
质的单位，联合体的组成单位不得超过二家（含二家）。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
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cdqrstu#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2年2月7日 08：30至 2012
年 2月 13日 17：30止登陆省政务中心电子招投标系统（http：//218.
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海口国兴大道支行 ；户名：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账号：46001002537052501542）本次招标公告同
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站上发布。

vwl#招标人柯先生 26622315 ghx{ 唐小姐 68589894
详情请登陆：http：//hizw.gov.cn/招投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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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东山镇、永兴镇中心幼儿园改扩建工
程施工项目，已于2012年2月3日在海口市建
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了开标、评标工
作，经评标专家委员会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
示如下：海口市东山镇中心幼儿园改扩建工程第
一中标人：海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海口市永
兴镇中心幼儿园改扩建工程第一中标人：海南方
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
（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2月8日）内向海
口市秀英区教育局提出，电话：68661609。

-+,.

海南文体设施建设管理公司筹建的海南文化综合服务
中心已于2012年2月2日在海南省政务中心完成了开标、
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0+1

|M1d}~l#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1d}~l#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d}~l#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23+1

�M1d}~l#海南肯特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1d}~l#河南宏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1

d}~l#海南航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2年2月6日至8日），如

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投诉，
投诉电话：0898-6522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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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实习生 $%&

!海南乡土树种种质资源极其丰富"很
多树种既具生态功能"又同时兼具景观功能
和经济价值" 能给我们提供充分的选择空
间# $"月 $日下午"海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副院长%省生态学会理事长杨小波教授告诉
记者"最新研究表明&我省现有维管束植物
约 !"##种"其中"野外自然生长 $%##多种"

乡土树种至少占野生树种 %成以上"是!绿
化宝岛$大行动的重要种子库#

ª«¥¼½¾±²m¿ÀÁ

据了解"海南热带植物资源一直备受植
物专家的喜爱和关注"很早就有中外的植物
专家前来考察%采集标本#因此"海南的维管
束植物资源家底是在全国最早调查清楚的"

而 &%'&年出版的" 由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
科院院士陈焕镛主编的'海南植物志(第一
卷"也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植物志专著#

&%&%年" 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
后"受哈佛大学的委托"赴海南岛五指山地
区采集植物标本"他在岛上工作了 &#个月"

发现了不少新植物"采集到了几百号珍贵的
植物标本"随后又用数十年的精力"收集%整
理海南植物资源及其分布情况"并编撰出版
了'海南植物志(#这本专著收录海南维管束
植物 $!##种"隶属 "!%科 &$()属"有 **个
特有种#

随后"随着海南植物资源进一步调查深
入" 不断有植物专家丰富海南的植物资源
库# &%%(年"吴德邻主编出版'海南及广东
沿海岛屿植物名录(" 记载海南植物 $%$#

种" 其中栽培种有 !$%种" 特有种 (%&种#

"###年" 我省知名植物学家钟义教授将自
己一生对海南植物研究的结果收录到'海南
百科丛书( 中" 公布海南维管束植物 (*##

种"特有种 !)&种#

¶Â±²ÃWÄÅÆÃÇÈÉ

近几年来"在海南开展的各种生物考察
中"不断有植物新纪录和新种发现"而且随
着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开放"也不断有新的植
物引种入海南#

杨小波多年对海南植物调查研究和系
统整理各种植物资料的基础上"再次刷新了
海南植物资源记录# 他最新的研究结果表
明"我省共记录有维管束植物约 !"##种"其
中"野外自然生长 $%##多种"栽培种约 &$##

种"$%##多种野生植物里乡土树种又占 %成
以上#这些乡土树种中"有很多兼具生态%景
观和经济价值等多种功能" 比如无患子科%

樟科%壳斗科%木兰科%龙脑香科%蝶形花科
的植物等"它们通过采种%人工育苗"可以大
规模种植"是!绿化宝岛$的重要种子#

杨小波的这一最新研究结果也表明"近
几年"我省引进外来植物的速度加快# 他告
诉记者"从上个世纪 '#年代开始"海南就大
规模%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进外来植物"建省
以后"引种植物的步伐加快"并且从以前追
求快生丰产的树种"转变到近十年来"追求
高档昂贵的城市园林树种# 杨小波分析"目
前"海南引进外来植物主要有三种情况"即&

热带经济作物的引进"林业种植和城市园林
建设的需要"还有南繁育种的情况#

!外来植物引种速度加快这一现象"应
引起重视# $杨小波说"外来植物"尤其是入
侵植物"逃逸为野生后"容易在自然界抢占%

挤压海南本土植物的生长空间" 比如飞机
草%微甘菊%杉树等一些外来植物"已经出现
在我省一些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里#初步
统计" 我省目前有 (#多种引种植物成为外
来入侵物种"造成了较大的危害#另外"在引
进外来植物时"要进行充分的生态安全评估
和执行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因引进植物而
导致外来生物入侵" 造成的危害更加可怕"

比如椰心叶甲%螺旋粉虱等"不仅给农业种
植带来巨大的损害"还对海南生态环境安全
带来威胁#

%ÊËÌÍ&ÎÏÐ´ÆÑPÒ

针对!绿化宝岛$大行动"杨小波提出"

要让海南本土树种唱主角"无论是林业的绿
化"还是城市园林的绿化"都应以乡土树种
为主#

杨小波说"海南面积不大"但由于独特
的岛屿条件和气候特征"不同市县的乡土植
物各有特色"比如"东方%昌江等西部市县木
棉树处处可见"而文昌%琼海等地老百姓就
特别钟爱椰子树"定安等市县重阳木生长得
很好#因此"在绿化时选择乡土树种"也应充
分尊重本地特色和群众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管理者和!绿化
宝岛$的主体"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贪图
方便或者急功近利" 盲目地引进外来植
物"要加强对海南乡土树种的研究"从乡
土树种的生态习性%病虫害防治%良种良
苗选育%遗传特性等等"开展深入研究"进
行了解" 从海南庞大的乡土树种资源库
中"为社会列出一份!绿化宝岛$的乡土树
种名录#

杨小波还建议"政府要引导企业重视乡
土树种的培育和种植"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
控等手段"比如将苗圃规划作为城市绿化规
划的重要内容等"引导苗圃经营者调整育苗
计划"多培育乡土树种苗木"以满足!绿化宝
岛$大行动对苗木的大规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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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Ô !'()*"记者日前从海南省
宋庆龄研究会% 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获悉"

由该两会组织力量编撰的宋氏家族研究丛
书共计十本"已自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期
间开始陆续出版"预计今年上半年出齐#

去年是辛亥革命百年" 宋耀如诞辰 &!#

周年"省宋庆龄研究会%宋耀如研究会提前
组织策划纪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并组织力
量编撰宋氏家族研究丛书"这套研究丛书共
计十本&'宋耀如年谱(%'宋耀如++宋氏家族
奠基人(%'宋耀如与孙中山(%'宋氏家族崛
起的背景与发展轨迹(%'抗战时期的宋氏兄
弟姐妹(%'宋氏家族的亲情和民族情结(%

'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文化认同(%'宋庆龄
和平思想及其形成(%'宋氏家族与海南(%

'宋耀如与海南华侨(#此套丛书以较为翔实
的资料"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宋氏家族"给读
者较为清晰的轮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为
加强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两会成立了 %人学
术委员会# 每次研讨会的选题%研讨会论文
的筛选%审评"均由学术委员会议定#

据介绍"两会在文昌宋氏家族祖居地策
划了两个项目&一是在宋氏祖居兴建宋耀如
纪念馆) 一是在文城镇兴建宋庆龄研究基
地"并建宋庆龄文化公园与之相配套# 这两
个项目均得到文昌市委% 市政府的支持"项
目正在筹建中#文昌市政府将宋庆龄研究基
地建设列入社会公益事业"划拨土地"并全
额投资在该地块上建设 !###平方米建筑物
作为研究基地用房#

聚聚焦焦22001111--22001122沃沃尔尔沃沃环环球球帆帆船船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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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三亚站活动昨天在
鹿回头半山半岛帆船港正式开启" 立即吸
引了万众瞩目# 推动这一赛事最终落户三
亚的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主席李全海
非常激动"赞叹三亚在短时间内建造了!世
界最好的帆船港口之一$#在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专访时"他表示"三亚赛事村的完美亮
相令赛事充满了诸多期待与悬念#

!&!个月打造的港口"为三亚未来发
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沃帆赛只是一
个开始# $李全海说"很多国际组织的专业
人士都对这个港口的建设给予了很高评
价"未来几个月"海南%三亚还将有一系列
的航海赛事活动# 未来五到十年"相关的
国际组织和投资方都将把三亚视为全球
重要帆船赛事活动的可选举办地#

李全海说" 帆船运动在海南有着非常
大的发展机遇"它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还
有可能帮助中国帆船运动走出亚洲" 在国
际上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 中国帆船帆板
运动协会将全力支持三亚帆船运动的发
展"在技术%政策上提供援助"在活动引领
方面发挥优势"全力推进帆船运动的发展#

!鹿回头半山半岛帆船港的整个规
划%建造%运行"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完成

的# 硬件设施已经是世界一流"但运行团
队仍需磨练# $李全海说"目前三亚帆船港
聘请的都是岛外或国际化的专业团队"三
亚要想借沃帆赛立足于国际舞台"就要培
养自己的本土化专业团队"为帆船港和未
来的赛事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季
节优势"尤其在冬季"三亚海域依然非常
适宜航海"这是北欧%北美等地区无法比

拟的# $谈到今后三亚帆船运动的发展时"

李全海表示"三亚需要充分发挥季节性优
势"在冬季全球很多区域无法开展航海运
动时" 积极把国际航海赛事资源吸引过
来# !三亚要立足本土%走出国门"把东南
亚航海资源利用好"在太平洋地区构建属
于三亚的品牌赛事活动"建立自己的航海
运动大本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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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7"近年来"我省把解决计生户在
生产% 生活和养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作为
人口计生工作的主要任务" 先后制定出台
了以养老保障%医疗保健%教育%生产扶持
和招工等五大项目为主的系列优先优惠的
计生利益导向政策"计生惠民成效显著#以
农村独生子女户为主体%二女户*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三女户+ 为补充的计生
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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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开始"省委%省政府就明确
规定" 把建立和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列
入市县人口计生目标管理党政线考核指
标"并逐年加大考核分值"引导和鼓励市%

县加大投入"多形式%多渠道建立和完善人
口计生利益导向机制#

其中"海口%五指山%陵水%儋州%三亚%

万宁%临高%乐东%琼中%保亭等市县加大人

口计生优惠政策资金投入" 分别把农村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标准从 '海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每月 $#元"提高到
每月 &##元+"##元#

海口市把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由
原来的每月 $#元提高到每月 "##元#并且
从 "#&&年起"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对象年龄由 '#岁提前到 !!周岁#

五指山市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每
人每年的奖励扶助金标准"由每年的 &"##

元提高到 "(##元)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对象每人每年的奖励扶助金由原
来的 %##元提高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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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各市县先后制定并落实了对
农村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夫妇奖
励%农村二女*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
三女+ 结扎户奖励%'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规定#

对于农村二女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
数民族三女+结扎户"我省将其视同农村独
生子女户享受同等待遇# 免费参加农村新
医保)纳入农村低保)给予一次性奖励"一
次奖励标准由原来的 "### 元+(### 元提
高到 &万元+$万元#

万宁市对主动落实结扎措施的农村二
女户家庭"一次性奖励 "万元#三亚%澄迈%

文昌%东方%陵水%五指山%临高%保亭%乐
东%昌江等市县也出台了类似的文件"一次
性重奖农村二女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
民族三女+结扎户#

陵水对农村落实长效性节育措施的
二女 *含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三
女+ 户的女儿考上大学的" 一次性奖励
'###元# 乐东县规定"农村二女*含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三女+结扎户"其
子女报考本县重点中学的" 给予加分照
顾"报考初中的奖励 &! 分"报考高中的
奖励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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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家庭"各
市县出台的减免政策包括&农村独生子女在
九年义务教育期间"给予减免学杂费# 农村
独生子女参加高考%中考享受加分照顾#

在优惠政策方面"全省各市县均规定"

农村独生子女在招工%招生%招干%入托%入
学%就医%拆迁安置%民房改造%社会救助等
方面享受优惠照顾) 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
女户在责任田% 宅基地分配和征地款及集
体经济分配中" 给予多一人份的优惠照顾
等)在扶贫项目%技术%贷款%!幸福工程$%

!少生快富工程$等方面向独生子女户和二
女户给予政策倾斜#

截至目前"全省 &*个市县%洋浦管委
会和海口市四个区共 "$个人口计生目标
管理责任制单位"都已经建立起包括奖励%

保障%减免%优惠优待等内容的较为完善%

全面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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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点 $!分"!三亚号$终于回到了
!家$" 这比第一个到达港口的西班牙电信
队晚了将近 $"个多小时#

对于这个!晚归$的孩子"三亚市人民
给予了热烈的欢迎# 尽管是晚上到达"还
是有两三千名市民赶往港口欢迎!航海勇
士$们归来# %点钟左右"当!三亚号$驶入
港口"两岸的观众报以热烈的喝彩声%呐喊
声)几百米的红地毯两边站满了市民"争着
与船员握手)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
把兰花献给了船长迈克,桑德森) 家美
酒%黎族竹竿舞%舞狮等富有特色的三亚元

素映衬着队员们开心的笑脸" 构成了一幅
激动而又温馨的画面#

!三亚号$中国籍船员滕江河的一家 )

口人来了# 身披鲜红国旗的滕江河眼中饱
含泪水向热情市民拜晚年"并大声喊道!到
家了%到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在今年
除夕之夜 *&月 ""日+" 他就在博客中写
道&!未能与远在广州的家人共度除夕"希
望能够在三亚赶上春节的末尾"正月十五
之前都算是春节"我希望.三亚号/在元宵
节之前抵达三亚"这样我们大家还是可以
一起在中国过一个中国年# $

桑德森也抱着小孩向市民致意#他说&

!真想不到晚上还有这么多的人来欢迎"感
谢三亚%感谢中国- $

!三亚号$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年
历史中的首支中国船队" 这是一种巨大的
荣耀# 但是"对于!三亚号$来说""#&&0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前三个赛段是
一段巨大曲折的经历"它的!回家$之路充
满着无限艰辛%惊险#

去年 && 月 ' 日""#&&0"#&" 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第一赛段正式比赛的第二天"

!三亚号$受损伤退出了第一阶段的赛事#

桑德森表示"真的很遗憾"但是"我们
不放弃"抓紧有限的时间进行维修#去年 &"

月 &#日"修复好的!三亚号$及时下水"及
时参加沃帆赛第一赛段的第二阶段比赛#

去年 &"月 &%日"当!三亚号$正在马
达加斯加岛附近海域航行时" 发现 -"桅
杆上一片很重要的索具发生了松动# 不得
已"船队只好暂退比赛"对受损的桅杆系统
进行维修和更换#

经过 "周多时间维修"今年 &月 )日"

!三亚号$重新投入到比赛中"并且一直艰
苦跋涉"安全回到了自己的!母港$#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是在去
年 &#月份从西班牙的阿利坎特开始"至今
已经完成了第三赛段的比赛" 航行里程为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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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号$ 最后一个抵达半山半岛帆船
港""#&&0"#&"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第三
赛段宣告结束"西班牙电信队技高一筹"

揽获了前三个赛段的全部冠军#

昨天中午 &&点 !*分钟" 电信队第
一个抵达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 率先完
成了第三赛段第二阶段的比赛#

目前" 沃帆赛三个赛段的赛事结束
后"西班牙电信队排名第一"看步,新西
兰酋长队紧随其后"安盟队%彪马队%阿
布扎比%三亚号分列 $至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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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帆船运动的青少
年注意了- 记者从沃帆赛三亚站执委会
获悉" 该站青少年 ./级帆船训练营将
在本月 * 日至 &" 日进行") 至 &" 岁的
青少年均可报名免费参加#

据介绍"对帆船运动有浓厚兴趣"且
年龄在 )0&"岁之间的孩子" 只要身体
协调性好"有一定游泳基础"身体健康"

没有不适宜剧烈运动的生理疾病" 均可
免费参加此次训练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