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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至 ##日!"重生行
动#第二届唇腭裂国际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探讨唇腭裂治疗的公益模式$

"重生行动%%%全国贫困家庭唇腭裂
儿童手术康复计划# 是由民政部与李嘉诚
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全国性公益项目!于
#""$年 %月正式启动! 已为两万余名贫困
唇腭裂患者提供了免费优质手术$

据了解! 省人民医院是我省唯一一家
&重生行动#承办医院!其手术点设在该院
口腔科$ &重生行动#在我省资助对象为'贫
困家庭(

+,-.#/012$3455

)中
患有唇腭裂及唇腭裂引起的相关畸形*年
龄在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资助范围是
唇腭裂一期修复手术! 及因唇腭裂导致的
鼻咽畸形修复术!以及"重生行动+患者的
二期修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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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67%

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 海南
发展邮轮游艇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各项利好政策特别是国际旅游岛战略的
带动下! 海南邮轮游艇产业近年来获得了
快速发展$ 然而!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 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
完善的过程$

"我们将以旅游行业的创先争优活动为
契机! 建立邮轮游艇服务质量评价体系*邮
轮游艇标准化体系!提高邮轮游艇行业管理
服务水平$ +省邮轮游艇协会秘书长宋开全
表示!将通过各项体系的建设!不断推进我
省邮轮游艇行业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

游艇产业是新兴产业! 近年来呈现异
军突起之势$宋开全表示!在获得快速发展
的同时!行业规范缺失!处于无序竞争状态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于游艇产业在我
国仍属新兴事物! 国家还没有制定相关的
管理规范! 目前大多是延用过去相应的法
规!与实际发展情况不相符合!如游艇俱乐
部和游艇的准入条件*标准!在全国都尚未
建立标准! 致使一些具备了良好发展势头
的企业不能及时登记进入这一产业$

省邮轮游艇协会有关人士表示! 项目
申报办理内容多*手续繁杂也是一个问题$

协会建议由游艇产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各
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游艇产业各业务申报办
理工作指南! 规范工作程序! 规定办理时
限!简化申报手续!实行"一站式+申报办理
服务$ 而企业档次参差不齐!如俱乐部*游
艇会目前尚无管理条例! 有的将游船和游

艇混为一谈! 将游艇当做游船从事低档次
运营业务$由于缺乏准入标准!有的游艇经
营企业不通过登记就擅自运营$

高档次人才的缺乏也是困扰我省邮轮
游艇产业发展的一大问题$据了解!目前我
省只有哈飞游艇公司从事游艇驾驶人员培
训! 对于游艇产业所需的各类人才远满足
不了需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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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旅游行业创先争优评选!对海南
邮轮游艇企业是一次重要检验和自我完善
的过程!对促进海南省邮轮游艇行业的健康
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省邮轮游艇协会会长
符元壮说!自海南旅游行业创先争优活动启
动以来!协会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创先争
优活动的初选*复选等一系列工作!广泛发
动全省邮轮游艇企业参加此次活动$

省邮轮游艇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一
是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学习先进经验!先
进标准!提高服务质量*水平和服务机制,

二是规范邮轮游艇行业标准!加强管理!树
立标杆和典型企业!树立企业形象品牌,三
是通过这次活动扶持壮大一批邮轮游艇企
业!完善邮轮游艇产业体系!提升邮轮游艇
服务质量! 对加快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协会建议尽快编制-海南省游艇经济
发展规划.!以规范和指导游艇产业有序*

健康发展!防止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现象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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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89: 特约记者 ;<=

一排排小别墅!太阳能路灯!宽阔的
水泥路//这不是商业地产!而是万宁搬
迁农民安置区!它就位于在万宁市礼纪镇
墟万礼路北$

!"月 #!日! 海南日报记者在这里看
到!一栋栋联排别墅正在进行内部装修!这
里还配套有幼儿园*卫生院*活动室*图书
室和村民文化活动广场等设施$ 在不久的
将来!这里将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

有一个十分惬意的名字%%%希望小镇$

希望小镇建成之后! 将成为石梅村
&"""多人的搬迁安置点$

!'''年! 华润集团进驻万宁石梅湾
进行旅游开发!如今石梅湾已经成为国内
外知名旅游度假区!因为开发需要!位于

石梅湾内的石梅村面临搬迁!华润希望小
镇也就相应孕育而生$

据介绍!万宁华润希望小镇!是华润
集团首次在海南建设农村城镇化和区域
化整体规划发展性质的希望小镇$在此之
前!首个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已在广西百色
市永乐乡建设完成$

从希望小镇规划中! 记者了解到!华

润将组织农民种绿色蔬菜瓜果!然后利用
华润的销售网络!让小镇的农产品!销售
到全国各地!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企业
可以将多出的利润返还村民!用于希望小
镇的建设$

在华润希望小镇的规划中! 有 &""多
亩的农家乐项目!里面包含海南热带水果
园! 还有 !#""多亩的高效农业生产用地

项目$华润把希望小镇打造成旅游风情小
镇!用农家乐*旅游*购物为支撑!让农民
真正搬得来!住得好$ 希望小镇还规划建
农产品物流中心! 这是一个集农产品销
售*批发*冷藏*加工*检测于一体的物流
中心!可以为搬迁农民就业提供机会$

蓝图已绘!小镇的未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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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9: @A!";<=" 昨天上
午! 万宁市兴隆金银岛大酒店大堂里!#(

名身穿统一蓝色制服!面带笑容反复演练
欢迎手势的年轻的礼仪小姐吸引了往来
住客的目光$

据了解! 这些礼仪小姐是在海南各
大高校里选拔出来的$ 来自海南大学大
三的学生孙黎告诉记者! 她们是通过 #

轮面试才有幸成为这次比赛的礼仪人
员$ 为了这次比赛!她们培训了一周!也
进行了实地演练$ &我很高兴能成为冲
浪赛礼仪小姐! 这项赛事是世界级的!

到时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和嘉宾!

很多时候需要通过英语与其交流! 这对
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相信会对我
的个人能力和经验带来一次大的提
升$ +孙黎说$

*+KLMNOP !"# 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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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BCD

#&日上午!阳光明媚$海口郊外景色迷
人!空气清新$ 离海口琼州大桥约 #公里处
一农家庭院迎来一群特别来客! 海口市碧
海家苑和心海家园的联谊活动即将在这里
举行$ 这是两个关怀帮扶 )*+感染者的民
间组织$

&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0 #一下车!小雨
(化名)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和闷闷不乐的
华子(化名)打起了招呼$

&我最近找了份工作!可是感觉体力很
差!老是感觉疲惫不堪$ #华子答道$

&那你要注意多休息了1 #小雨仿佛很
体谅般地拍了拍华子的肩膀! 接着又高兴
地指着庭院后面的鱼塘! 建议道'&这里可
以钓鱼的!待会可以放松一下$ #

&跟大家在一起就不会有孤立无援
的感觉$ #今年刚 #% 岁的华子告诉记者!

两年前他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当时

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不敢告诉任何人!包
括家里人!自己心里也特别害怕!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后来!华子加入了碧海家苑
组织!得到有关工作人员的帮助!也认识
了很多类似的患者!通过和大家交流!华
子结识了一些朋友! 自卑感和孤独感减
轻了许多$

&通过将感染者组织起来!大家互相提
供帮助!同时加强知识培训和管理!这对提
高感染者的生活质量! 并且进一步加强治

疗和控制传播有重要意义$ #海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 我省今
年新增 )*+抗病毒治疗标准为 !!,例!但
截至 '月份!实际治疗的只有 (,例$

在联谊会现场! 海口市皮肤性病防治
中心还组织了一场 )*+感染者关怀组织培
训!重点讲解相关政策和普及医疗常识!来
自碧海家苑和心海家园的 %" 多位会员参
加了培训$

&)*+感染者应该增强与家人*与社会

的沟通! 沟通的原则应该是双方平等而真
诚的$ #化名紫竹的会员在培训会上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 他们中不少人都觉得在沟通
方面存在问题! 由于社会上多数人对 )*+

病毒存在误解和恐惧! 感染者们往往感觉
孤独而无助!他们渴望得到关心和帮助!渴
望像平常人一样生活$

联谊会上!会员之间交谈甚欢!其乐
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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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有条件分类处理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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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海南旅游人口多!在国内非常有条件
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尤其是海口
和三亚两个城市$ #近日!在参观了海口和
三亚两市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后! 加拿大
绿色和发展公司高级工程师张文阳博士接
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他告诉记者!旅
游城市会消耗掉大量的包装材料! 如塑料
袋*塑料瓶*纸袋*易拉罐等!这些都是可回
收可再利用的资源$

!"月 !'日至 #"日! 在德国对垃圾综
合利用有多年经验的张文阳!应省人大*省
科协*省住建厅邀请!前来考察我省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并参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研
讨会#!在会上作-现代城市生活垃圾集成
管理和技术.专题报告$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是一个令政府非常头痛的问题! 它不
仅考量城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 也衡量着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前不久!省政府出台
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切实提高我省城市
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改

善城市生活环境!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实
现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考察了海南的部分城市的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 感觉管理上还是非常规范
的$ #张文阳说!他对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
发区的海口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印象深刻!

厂区洁净! 没有苍蝇乱飞! 基本上没有异
味!管理又很规范$ &但遗憾的是!发电厂用
于焚烧发电的垃圾没有分类处理$ #

记者了解到!我省垃圾处理工作近几
年有了飞跃发展$如&十一五#规划新建的
#! 个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已全部投入运
营!实现了全省各市县垃圾处理设施县城
以上全覆盖!#"!" 年的城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 $-.$但城市生活垃圾的分
类处理!的确推行不力$海口市去年 $月!

也曾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回收综合
利用工作! 但由于缺乏配套垃圾处理技
术*宣传不到位等原因!这项工作开展并
不如人意$

&城市生活垃圾中的厨余垃圾主要是
有机物!水份含量高!不易燃烧$ 在焚烧的

过程中!还需要消耗热量$ 更重要的是!城
市生活垃圾大部分是可回收可再利用的资
源$ #张文阳说!在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垃
圾都经过分类处理! 通过不同的方式回收
利用!最后不可回收部分才填埋$ 他以德国
为例!这个国家禁止有机垃圾填埋!禁止焚
烧可回收利用的垃圾! 不能再回收的垃圾
才焚烧发电!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率最高
可达到 '$.! 进入填埋场的垃圾往往不到
!".$ 所以!不经过回收的垃圾就用于焚烧
发电!是不可取的$

&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消
耗大国!垃圾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张
文阳感叹!在中国!大规模的拾荒者成为垃
圾回收再利用的主要力量! 而发达国家基
本上看不到以拾垃圾为生的人群$ 张文阳
说!海南作为世界旅游胜地!产生的垃圾可
回收率可再利用率都非常高$

&而垃圾分类是垃圾回收利用的前提
条件$ #张文阳告诉记者!从发达国家和地
区走过的垃圾处理的道路来看' 如果不对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进行立法!任

何强制措施效果都是低效的$ 他以台湾为
例!台湾 !''% 年对垃圾分类立法!随后又
实行了 &垃圾费随袋征收#$ #"!"年 !!月
#-日-联合晚报.报道!在过去 !"年间!台
北市家庭垃圾量由每人每天 !/!#公斤降至
"0&'公斤!减少了 -(.$

因此!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应遵循循环
经济理念!采取管理优先原则'首先是实行
源头减量!尽可能少产生生活垃圾,其次是
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尽可能进行资源回收利
用, 在此基础上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并回
收热能,最后对剩余物进行填埋处置$

&海南自然风光优美!如果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城市容貌!还
会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他建议!海南
政府要下定决心! 重视城市生活垃圾的
处理!可通过垃圾处理立法*发展垃圾处
理技术*垃圾源头减量*向公众大力普及
垃圾分类常识等多种手段! 动员全社会
力量! 共同解决好垃圾分类处理及可回
收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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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海风习习!蔚蓝的天空下!渔
家女们飞梭织网! 渔家汉子奋力摇桨!而
渔家夫妻则双双搬鱼忙$这里不是生产现
场!而是赛场$ #"!!北部湾首届渔歌节暨
临高县第五届渔民节 -大活动之一的渔
民技能大赛在这里精彩上演$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临高*东方*昌
江*儋州*陵水*文昌等沿海的数百名选手
云集于此!为的是在赛场上一显身手$

在渔家女织网比赛现场!随着一声令
下!渔家女娴熟地挂上钩*理开线!一梭一
线!一纺一目!手上的梭子行云流水般在
上网绳和网板之间穿来引去!引起围观群
众阵阵喝彩$

按照织网比赛规则!渔家姑娘们要织
出规格为 &指*每行 ("眼*网结为双结结
构的渔网!不仅要织得又好又长!网目还
不能歪斜*大小不一*有漏洞$

经过 &"分钟的激烈角逐!临高新盈镇
选手包揽前三名!其中桂秋月获得第一名!

黄达梅获得第二名!张建南获得第三名$

百米摇橹大赛中!选手要先将赛船
冲至水中!然后摇橹前进!摇船绕过折
返点返回!看最终谁能以最快的时间将
赛船冲至沙滩!再冲回起跑点$ 随着海
浪的起伏!渔民们摇橹奋勇前进!此时
要的是力量和经验$ 经过一番比拼!新
盈镇的黄琼师*调楼镇的张明聪*临城
镇的邓青所*新盈镇的王不林*调楼镇
的林新荣分获前五名$

在三项比赛中!最需要团队合作精
神的莫过于渔家夫妻搬鱼接力比赛!要
求夫妻双方同心协力!密切配合!轮流
上阵!将鱼担搬到指定地点$经过初赛*

决赛!最终临高县博厚镇柯小军*劳亚
四摘得桂冠$

渔民技能大赛赛场精彩不断! 赛后奖

金也不菲$记者了解到!此次大赛前五名都
可获奖! 其中织网大赛前五名奖金分别为
$"""元*-"""元*("""元*%"""元和 &"""

元,摇橹大赛*夫妻搬鱼比赛前五名分别为
!""""元*$"""元*-"""元*("""元*%"""

元!搬鱼比赛奖金由夫妻双方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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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天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民兵专业技能
大比武日前举行! 椰林镇民兵代表队技高
一筹!获得总分成绩的第一名!并捧走 (万
元的奖金$

为了进一步提升民兵军事训练的热
潮! 推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月 !$日至
#"日! 陵水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兵专
业技能大比武活动$全县各乡镇*农场组成
了 !%支代表队!共 (""名民兵参加了包括
队列*&公里长跑*警棍盾牌操*轻武器射击
以及军事理论等 (项内容的大比拼$ 椰林
镇* 岭门农场以及本号镇等单位的民兵代

表队分别获得总分成绩的前三名!并领走 (

万元*&万元*!万元的奖金$大比武活动组
织方还给获得代表队单项* 个人单项优异
成绩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陵水县人武部有关负责人说! 通过举
办民兵专业技能大比武! 进一步锤炼了骨
干队伍!发现培养一批军事训练人才!为民
兵队伍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了解! 陵水对在此次大比武活动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个人给予 !$万元的
奖励$陵水县还决定!以后每年从财政中安
排 #""万元列入财政预算! 组织一次技能
比武!并且使之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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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S"一排排约 #"多厘米高
的橡胶苗生长在大棚里! 拔出一株来观
察!叶片嫩绿清爽!根部根系发达*完整$

很难相信! 这些青翠欲滴的橡胶苗是无
性繁殖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克隆#$ 今
天! 记者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了解到
这一喜讯' 该院已成功攻克橡胶苗克隆
难题$

今天上午!国家橡胶热作种质圃!农业
部儋州橡胶树种质资源圃在热科院揭牌$

揭牌仪式上! 该院首次向媒体公开了一批
橡胶克隆苗以及橡胶苗克隆技术$

据热科院橡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
华孙介绍!这个技术最初阶段是从花到胚
芽!后来发展到从胚芽到胚芽!它能在很
短时间内!克隆出大量橡胶苗!解决了这
一技术大规模扩繁难题$ 克隆橡胶苗 &"

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克隆橡胶苗比砧木
橡胶苗抗风能力强!产量提高 !"1&".!生
长速度快 !"1#".! 也就是说橡胶苗定植
后 -年即可割胶! 而砧木苗需要种植 ,1$

年才能割胶$

目前! 由热科院培育的克隆橡胶苗已
在广东农垦和我省农垦的部分农场里推广
种植了 ,""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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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海南五指山的红枫叶
令众多艺术家追随和迷恋! 海南军旅画家
郭乃源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红枫染山的美好
意境!他的&五指山枫叶红#国画展 #!日至
#&日在海南博物馆展出$

&五指山枫叶红#国画展展出 (" 多幅
作品! 郭乃源借海南腹地山中的红枫赋形
写意!笔法洒脱*意境苍迈!传达出&红枫染
山秋更浓#的强烈美好意境$

据悉! 此次主题画展由五指山市委宣
传部主办!海南省军旅书画家协会承办$

&Ï×

("

Ø'在儋州市那大镇!一辆 &路公
交车上探出一个脑袋! 一口将甘蔗渣吐向
车外!差点吐到旁边骑摩托车的路人头上$

ÙÚË(下午 !2&"!在海口红城湖路省
委党校旁的公交站台!八九个人正在等车!

候车人脚边有一些甘蔗渣*废纸片等垃圾$

一环卫工人走近!将垃圾扫进簸箕里!路边
显得整齐干净了许多$不料!环卫工刚离开
不到 (米!&啪#的一声!一位学生模样的小
青年又将口香糖吐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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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乱吐的恶习! 海口市民认为必须进
行严肃管理$

海口市环卫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海口

部分市民环卫意识还跟不上!一些市民存在
随地乱吐的恶习!也成为了病毒滋生*传染
的途径$ 其实!部分市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及
不文明行为! 不仅对其自身形象造成影响!

也影响到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要改变陋
习!需要平时树立和建立起良好生活习惯$

在采访中!该负责人建议!爱嚼槟榔
者* 喜欢吃口香糖或者习惯性吐痰的人
群!可以随身携带小塑料袋或纸巾!将槟
榔汁* 痰及口香糖吐在袋子或纸巾内!再
扔到垃圾箱里!这样不仅能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也维护了城市环境卫生和城市形
象!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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