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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海口市美兰区城
管"公安等部门以及灵山镇政府!出动执法
人员近 !""人!强制拆除了美兰机场周边违
法搭建的简易房和混合结构房屋 #$%万平
方米!进一步净化了美兰机场周边的环境#

美兰区城管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琼文公路南江机械厂后面原本是一块空
地! 今年以来有人陆续在此违法搭建房屋
养猪!不但影响了美兰机场的形象!也污染
了周围环境$今年 &月!城管执法部门向违

建当事人下达%自行拆除通知书&'要求限期
撤离! 自行拆除违法建筑$ 但两个月过去
了!违建当事人置若罔闻!在收到%自行拆
除通知书&后仍继续抢建!还企图把违建对
外出租牟利$该负责人表示!对于这种顶风
抢建行为! 城管执法部门将坚决予以制止
并组织强制拆除$

今天上午 (点半! 美兰区城管部门牵
头组织了这次拆除违建行动!#$%万平方米
的违建全部被铲平!其中简易房 %)间 *%++

平方米!混合结构房 ,(间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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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家住海口国贸中路的市民刘女士经常
会买些蛋糕" 面包之类的食品当早餐!不
过! 当她看到中央电视台曝光这些食品中
含有氢化油!可能会对人体有害的消息后!

刘女士犯了难$

对这些食品!市民到底该不该吃' 如何
吃才能不危害身体健康' 海南营养界专家
称!并非所有的面包"糕点都含有氢化油!

消费者不必过度紧张! 只要购买时看清成
分和少量摄入!不会对人体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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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油!也被叫做(植物奶油)"(植物
黄油)"(植脂末)!是以大豆等植物油和水"

盐"奶粉等加工而成的!目前!在面包"奶

酪"蛋糕和饼干等食品烘焙领域广泛使用$

记者今天调查采访发现! 目前海口蛋
糕店"超市等地方销售的蛋糕"巧克力"蛋
黄派" 薯片等食品配料表中都能轻易见到
氢化油的影子$

在海口一家大型超市!从饼干"面包!

标签标注的内容都很(羞涩)!对所用何种
油类也是(躲躲藏藏)$ (起酥油)"(食用
氢化油)"(部分氢化油) 等是常见用语$

记者看到!一款巧克力派配料表中标明含
有食用氢化油!一种奶昔威化饼干中标明
含有氢化油!一款鸡蛋卷的配料表中注明
含有人造奶油!不少夹心饼干标注含有部
分氢化油$

在海口的西点面包店! 记者注意到一些
蛋糕" 黄油面包等配料表中注明有 (人造奶

油)字样$而这些西点无论是从外观看起来还
是细细品尝!都很精致细腻!让人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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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我喜欢买一些饼干"蛋糕"面包"

巧克力派等零食在家!有时候肚子饿了!就
用这些点心之类补充补充$ 可是氢化油是
什么东西呀' )对于氢化油!不少市民跟刘
女士一样迷惑$

记者随机对部分消费者进行了采访!

他们大多表示对氢化油食品不太了解$

一些市民说 !他们每天的早餐都
离不开这些面包 " 饼干 " 糕点等食
品 ! 长期吃这些含氢化油的食品 !到
底会对身体有多大危害 '今后还该不

该吃这些食品呢 '

789*+:;<=>?@

海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海南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黎艺介绍说!适
量地吃氢化油食品对人体影响不大! 但如
果长期大量摄入! 氢化油食品中所含的反
式脂肪酸进入人体后! 会在血管中产生垃
圾!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黎艺认为! 虽然氢化油吃多了可能会
有隐患!但以目前中国的饮食习惯来看!和
国外在用量上相比要小很多$ 只要不是长
期大量地去吃那些人造黄油面包" 人造奶
油蛋糕!以及洋快餐等含有氢化油的食品!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伤害$

营养专家称!为了避免氢化油食品
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消费者在选购西式
食品时!一定要注意看配料表 !如果一
种食品标示使用了氢化油或部分氢化
油!那么这种食品就很可能含反式脂肪
酸!应少量食之$ 而对那些标有(人造奶
油)"(起酥油)"(植物奶油) 等的食品!最
好也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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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增速而言!海南西部地区
是今年全省房地产开发建设的领头羊!其
投资额较去年同期的增幅远超东中部$

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

月!含澄迈+儋州,含洋浦*"乐东"临高"东

方和昌江在内的西部六市县!.+个月共完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同比增长
%$!倍$在六市县中!澄迈县又是领头羊!澄
迈县 .+ 个月共完成房地产投资 !*$+* 亿
元!占整个西部地区投资的 *%0!较去年同
期的增幅更是高达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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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67"洪灾过后!澄迈县积极
采取多种方式恢复农业生产! 冬季瓜菜种
植面积比去年增加 )$)万亩$ 同时!该县也
加大了北上推销瓜菜的力度!截至昨天!澄
迈县已与合肥" 重庆两地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签订了 ##万吨的瓜菜订单!首批尖椒可
于月底发往两地$

澄迈县农业局局长邝道义向记者介绍!

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洪灾之后! 澄迈县积极恢
复农业生产!不断扩大冬季瓜菜的种植面积!

并向农民免费发放优良种子$ 今年澄迈县冬
季瓜菜种植规模不降反升! 将达到 #&万亩!

加上复种的,$)万亩!总亩数可达 !!$)万亩!

比去年增加)$)万亩!产量将达到 )+万吨$

同时!为解决冬季瓜菜的销路问题!扩
大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用冬季瓜菜收
入弥补灾后损失!该县本月 #%日起组织两

路队伍!分别由县委书记"县长带队!带着
,+万吨瓜菜订单!奔赴合肥"重庆"沈阳"北
京"上海"南昌等地推销瓜菜$

#)日!澄迈县赴内地推销瓜菜代表团与安
徽省合肥市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签订了 -万
吨瓜菜订单协议-#*日! 又与重庆观农贸批发
市场签订 )万吨瓜菜订单协议$据了解!这两个
大型农贸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年的瓜菜销售量都
在百万吨以上$本月底!澄迈县第一批冬季瓜菜
尖椒便会在这两地上市销售$

(我县将根据赴内地第一线市场推销
瓜菜获得的信息!引导农民种植冬季瓜菜!

传递给农民种植何种瓜菜" 什么品种最赚
钱!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带队北上
卖菜的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告诉记者!澄
迈县还将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检测!保证产
量"质量和瓜菜上市时间!让内地市民尽快
吃上(放心菜)$

陈伟：从技术员到发明人
本报记者 89:

陈伟!海南金盘电气有限公司副总裁"

技术总监"我省第三届十大专利发明人$ 在
这一连串代表财富" 荣誉和知识的头衔背
后!却是陈伟踏踏实实的人生脚印$ 在过去
的 #-年里! 他从一名普普通通的技术员!

成长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拥有众多专
利的行业专家$

陈伟是湖北人!#&&%年从华中科技大
学毕业后! 应聘进入海南金盘电气有限公
司工作$ (当时!公司的状况并不理想!规模
小!技术人员少!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专利技
术!而且我刚进入公司!仅是绕线车间的一
名普通技术员$ )陈伟告诉记者!他选择进
入金盘电气!就是因为专业对口!这对今后
的成长发展非常有利$

人生的第一步不一定非得站在高起点
上! 只要你脚踏实地" 持之以恒地向上攀
登!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的高度$ 回顾陈伟
在海南的 #-年成长轨迹!就能明白这个道
理$ 从普通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
师! 再到技术总监! 陈伟的专利发明人之
路! 对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是一种很好
的启迪和示范$

记者了解到!#&&%年的金盘电气只有
,名技术人员!唯一的产品是环氧树脂浇注

干式配电变压器! 主要生产技术由当时的
总工从欧洲引进! 该项目在中国属朝阳产
品! 掌握该生产技术的厂家在国内寥寥无
几!在制造业薄弱"人才紧缺的海南更是一
片空白$

看准公司的发展前景!年轻的陈伟一
头扎进车间!从绕线圈开始!他一步一步
摸透并掌握了各个生产工序的关键技
术$ 在对生产工艺胸有成竹后!陈伟开始
了对变压器数据的研究! 不断对生产工
艺和产品设计提出了改进意见! 并被采
纳实施!取得可观的成效!很快成了总工
的得力助手$

(几乎有近 #+ 年的时间!我是在打基
础"攒经验$ )陈伟说!他的第一个专利是
!++, 年取得的!专利名称(一种干式调气
隙式消弧线圈)! 这只是一个小专利!对
原有的产品进行了外观调整! 是一项实
用新型专利$ 但是!从这个专利开始!陈
伟一发不可收! 他走上了金盘电气干式
变压器产品创新和产品链的拓展之路.

干式变压器外壳+ 一种变压器钢板夹件
结构+风力发电三相干式变压器等等!专
利一项接一项!在随后 * 年里!以陈伟为
第一专利人申请的专利有 !% 项获得专

利授权$

陈伟刻苦钻研的精神感染和带动了一
批批加入金盘电气的年轻人$ 他带领公司
技术团队! 自主开发了 12+123+413.++

52+4613 系列标准型的环氧树脂浇注干
式变压器产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个性化
要求的工程项目! 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北京 !++(奥运场馆+ 上海世博会场馆+上
海浦东机场等客户的需求$ 金盘电气生产
的干式变压器还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公
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大型干式变
压器)! 应用了陈伟技术团队的多项专利
技术!获得世界最高级别美国 78认证!成
功中标美国纽约新世界贸易中心自由塔
电气工程项目$

过硬的专利技术! 也为公司赢来声誉
和客户的信誉度$!++%年!通用电气公司在
美国承揽的一些电厂建设项目! 急需有质
量保证的产品投入应急使用!9:公司经过
慎重考虑!决定将此重任交给金盘电气$ 该
项目不仅产品结构复杂! 安全性能要求较
高!而且设计+制造周期短$ 陈伟带着一个

精心组织的项目组!日夜攻坚!不仅研究出
了用户所需产品! 产品质量指标还超越了
用户标准!得到了通用电气的充分肯定!并
与其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整体技术能力的提高! 金盘电气
自主专利产品从最初的单一品种配电变压
器!发展到目前 .*大系列 ,""多个品种的
电力设备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和(国
家免检产品)荣誉称号$ 目前!金盘电气在
风力发电+核电+燃气发电等清洁能源输配
电领域!都拥有国际领先技术!并处于国际
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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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太好了! 短短一天半的时间!我
们接洽了五十多家国际买家!其中一家本月
!-日就要到海南考察$ )带着一脸的兴奋!

刚刚参加完昨天结束的(游中国)中外旅行
商预约洽谈会后!南湾猴岛景区董事长代国
夫又从苏州赶到上海参加国际旅交会$ 据
悉!在为期一天半的洽谈会上!我省 ."家旅
行社和 .家景区参加了与国际买家的(一对

一)业务洽谈会!都大呼(效果非常好/ )

据了解!.-日在苏州举办的(游中国)

中外旅行商预约洽谈会! 是进一步提高国
际旅交会实效性和专业性的首次创新尝
试! 采用了境内外旅游买卖双方直接面对
面洽谈签约的方式推动中外旅游批发商的
交流与合作!来自美洲+欧洲+非洲等重点
及新兴客源市场的 .-"余名旅行商买家!

与国内 !""余名供给商开展了一对一的业

务洽谈活动$

通过提前网上预约! 我省参加洽谈的
..家旅游企业!分别与 )"余家国际买家进
行了面对面洽谈$ (一家交谈 .)分钟!非常
紧凑! 今年没经验! 公司仅派了一个人参
加$)海南辰达国旅董事长翟宁告诉记者!在
短短一天半的时间! 分别和来自欧美的 )"

多家旅行商进行了洽谈!这些旅行商大多都
对海南有一定了解!对开展自行车游+探险

游+ 高尔夫游等专项旅游产品非常感兴趣!

他们都希望把海南岛作为中国游的重要一
站!在了解中国悠久历史之后!到海南岛感
受和体验中国式的休闲度假生活$

在和客商 .)分钟的洽谈会上!南湾猴
岛景区用 )分钟的时间介绍海南岛! 用 )

分钟的时间播放景区光碟! 再用 )分钟的
时间和客商交流沟通$ (我们接触了美国+

印度+法国+德国+迪拜等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旅行商!他们很多没到过海南!但都有
进入这个市场的想法$ )代国夫说!在建设
国际旅游岛过程中! 海南需要更多这样的
交流和沟通! 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国际市
场的需求和想法! 才能推出更多适合国际
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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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的水灾! 对海南旅游是
否有影响' )(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
战略一年来!取得了哪些突破')(海南免税
政策今年可以正式实施吗')00在今天开
幕的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国际旅

游岛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海
南展馆几乎成了(媒体演播室)$

作为国家旅游局在今年国际旅交会重
点推介的旅游目的地!今天下午!国家旅游
局专门组织中央媒体! 集中采访了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情况$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

任陆志远向来自%人民日报&+中央电视
台+%经济日报&+旅游卫视+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等媒体的记者朋友! 详细介绍了
海南国际旅游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近
一年来!我省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情况!介
绍了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纲要&主要内

容!并就媒体关注的灾后旅游市场+春节
房价调控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并
热情邀请中央媒体下月到海南参加欢乐
节等重大节庆活动$

展会上!海南展馆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
的重点和焦点$ (全国人民都非常关注国际
旅游岛的建设情况!我们媒体当然关注国际
旅游岛的进展$)%中国日报&记者说!现在大
家都很关注海南的免税政策和其他的建设
情况$ 乐途旅游+%南方都市报&+%新民晚
报&+%南华早报&+东方卫视等十余家媒体今
天也先后采访了海南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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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旅游岛建设对海南企业和政府机关的管
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上午!首届国际旅
游岛高管论坛在海南大学开幕! 全国著名
品牌管理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中
心主任余明阳教授以 %品牌核心价值的建
构&为题作了首场精彩的讲座$

海南大学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海南
具有区位+资源+体制+生态等多方面的优
势!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其发展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然而!当前
海南总体仍属欠发达地区! 企业市场竞争
力不强+城乡管理水平较低$ 创办(国际旅
游岛高管论坛)意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之间! 建立起一种新的高端层面的

对话和交流平台! 让海南更多高层管理人
员通过这个学习平台! 分享国内外最先进
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成果! 及时掌握和更新
现代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

据介绍! 该论坛为免费开放式论坛!

每年举办四至五次! 地点除设在海南大
学和海口外!还将在全省巡回举办$ 主办
方将陆续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等学府的专家围绕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议题!进行品牌意识+资本运作等
方面的讲座$

该论坛由省社科联+ 省工商联和海
南大学联合主办! 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
研究院和海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5; 中
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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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省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信息安全管
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促进信息安全
保障体系建设! 我省网络与信息安全专
家组正式成立$

根据 %海南省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应
急预案& 关于组建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应
急专家机构的要求! 经各单位推荐和省信
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审核遴选!

由 .*名专家组成的省网络与信息安全专
家组已组建完成$ 专家组日常工作将由省

工信厅负责组织$

据介绍! 专家组主要提供网络与信息
安全相关的咨询规划服务! 指导协助我省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参与重大信息安
全项目专家评审! 根据需要参加重要信息
系统的安全检查- 对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
管理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对重大网络与信息安
全突发事件进行分析研判! 必要时参与现
场应急处置工作和事后评估工作- 承办海
南省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协调机构委托的
其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