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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年 $月到 !%$&年
$!月# 屯昌县将利用 '年时间完成造林
!含新造$改造$补植$更新"&()*万亩#森林
抚育 +(#+万亩$ 建设城郊森林公园 #处$

重点林业苗圃 #处% 这是记者今天从屯昌
县林业局获悉的%

据了解#!%#!年 #月到 !%#&年 #!月#

屯昌县将利用 '年时间通过实施河流水库绿
化$通道绿化$城市森林建设$村庄绿化$生态
经济林兼用林建设$种苗繁育等绿化工程#构
建&山上增效$身边增绿$通道景观化$城镇园
林化' 的绿化格局% 全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以上#实现全县森林面积$蓄积量持续增
长#森林生态和景观质量明显提高%

河流水库绿化主要以龙州河$卜南河$

南淀河$南坤河$西昌河$青梯河 +条河流
和高山水库$良坡水库$雷公滩水库等 '个
水库绿化为主% 城市森林建设主要在城郊
雨水岭生态公园和县城实施及其他 ,个镇
政府所在地实施% 村庄绿化将覆盖全县
+'%多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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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海南岛绿化的特点# 我省提出因地制
宜$实事求是#在&绿化宝岛'行动中突出西
部$通道$中心城市与村庄$五大河流四个
绿化重点%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林
业局获悉的%

目前# 我省绿化的特点是森林覆盖总
体高#区域分布不均匀(山上比较绿#身边
不够绿(绿化有余#美化不足% 为保障&绿
化宝岛'这一海南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
的百年大计成功实施#我省将在绿化宝岛
行动中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四个重点'%

&西部地区树木少# 森林资源总量偏
低#气候干旱炎热#生态环境偏差#因此西
部绿化成为 &绿化宝岛' 行动第一个重

点% '省林业局负责人说#西部将着重扩大
绿化规模# 大力植树造林# 提高森林覆盖
率#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而中部地区森林
覆盖率高#可着重在调整林木结构#以发展
高效珍贵树种为主# 特别是重视建设集中
成片的名贵树种基地#加强经营管理#用较
少的土地获取较大的效益%

通道绿化是第二个重点#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绿化是重点中的重点% 公路$ 铁路
是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窗口#但是绿化景色
不够好#有绿色没有彩色#或者窄带少绿$

断带无绿% 因此#通道绿化的重点是提高
景观#造绿$造彩$造景$造美#使其成为展
示魅力宝岛的重要窗口和特色生态画廊%

通道景观绿化是这次行动成败的检验标

准# 如果没有较大的改善和提升#&绿化宝
岛'行动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中心城市与村庄绿化是第三个重点%

此次&绿化宝岛'行动是建设&岛屿在绿色
中#城市在森林中#发展在可持续中'的幸
福家园#要打造全国一流人居生态环境#必
须让森林走近城市#让绿色拥抱村庄%

&五大河流'绿化也是一大重点% 这五
大河流是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陵水河$

宁远河#是滋润宝岛生态的母亲河#生态区
位非常重要% &五大河流'两岸要着重营造
水源涵养林和名$特$优经济型防护林#增
强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能力#构建绿色为基
调$多树种组合的水边生态森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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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十大
成果'网络评选活动已到收尾阶段#即将于
!月 !/日 $,0%%时结束% 网民投票热情持
续高涨#截至 !月 !+日 $,时#活动总投票
已达 /,+%'&$张%

&金融运行处于建省以来最好的时期'

以 )+$//*张票暂时领先#居国际旅游岛建
设各项成果之首%

目前#&!%$%.!%$$年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十大成果'评选排名前十的是)金融运
行处于建省以来最好的时期$ 海南农垦管
理体制改革初见成效$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洲际顶级赛事在海南成功举办$重
大对外开放政策落地实施$ 东环高铁开通
运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民生
显著改善$中航特玻一期项目竣工投产$成
功举办博鳌国际旅游论坛$ 洋浦重大项目
建设加快推进新一轮发展蓄势待发$ 海口
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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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ö ûÏ'

初春的海南#满眼葱绿#生机盎然%

今年 !月 !'日#来自山西的游客饱览
呀诺达热带雨林风光后# 对眼前的美景赞
不绝口)&海南太美了# 山清水秀# 让人心
醉% '

湛蓝的海水#葱翠的植被#甜润的空气#

成就了海南良好的生态#成为海南享誉全球
的一张&绿色名片'%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海南在保持经
济较快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
全国领先水平%

&我省坚持生态立省#探索了一条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推进
的大特区绿色发展之路#为海南国际旅游岛
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的目标是打造
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负责人说%

!月 !,日#全省环境保护大会将召开#

&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继续得到践行%

���M �;�����

对于海南这样一个生态良好的欠发达
地区#该选择怎样一条发展之路#一直是省
委$省政府努力探索的问题% 回顾海南自身
曲折的发展道路#省委$省政府清醒地认识
到#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是海南最具竞争
力的优势% 正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罗保铭所言)&生态是海南的生命线#如果
没有阳光沙滩$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海南就
没有卖点$没有看点$没有吸引力了% '

建设生态省#探索一条既保持一流生态
环境#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绿色
之路#是海南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海南唱响
生态立省的主旋律#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生态
省建设#谋求大特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
路#向新型生态经济特区迈进%

在发展战略上# 我省坚持转变发展方
式#着力发展新兴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农业
和高科技产业#并优化产业布局#坚持&三不
原则'# 将重化工业项目严格限定在洋浦经
济开发区和东方工业区#其他工业项目集中
布局在现有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初步实现了
工业项目的合理布局和环境污染的集中控
制#将污染降到最低限度#力保海南的碧水
蓝天%

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我
省确立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
导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之路#基本形成了能
源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
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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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邓名奋$北航博士研究生林廷宇
召集会议#总结高中交流项目及骨干培训事宜%

天津%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陈文婕等 &位学生召开&网会'#

研究成员培训事宜%

广州%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詹德民$中山大学女生占燕飞召
开&网会'#讨论高校工作站建设事宜%

海口%海师大女生吴彩虹召开&网会'#讨论海口与北京联动
捐书事宜%

让这一群年轻人为之热血奔涌的支教团队# 有个美丽的名
字***&美在心灵'

)�-./(),#*

%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学历多高#大家魂牵梦萦的#还是
中国地图最南端的那一方绿岛% 那里#是他们永远的精神
家园%

~0h�� ¡¢>£¤¥¦§

',岁的美团创立者王辉敏自己都没想到#他点燃的青春篝
火#&火势'蔓延如此之快$&火苗'如此之旺%

!%%,年 /月 $%日# 时为琼海嘉积中学高中地理教师的王
辉敏#来到位于中原镇的市华侨中学执教% 按规定#评定教师高
级职称须到农村学校任教一年以上%

王辉敏很快发现#城乡学校之间差距明显#乡镇地区学生们
尤其缺乏自信# 他们渴盼开阔眼界# 渴盼有人能为他们解开心
结$照亮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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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牌杯斯诺克+海口世界公开赛#

今天下午在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举行启动
仪式% 这项首度在海口举行的世界顶级斯诺
克排位积分赛将于明天在海口体育馆开赛%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出席启
动仪式% 仪式前# 谭力在星海湾豪生大酒店
接见了参赛球员以及有关人士% 谭力说#海
口世界公开赛是海南众多斯诺克球迷翘首以
待的斯诺克顶级赛事# 希望参赛选手们在集
中精力打好比赛后#可以到海南各地走走看
看% 他说#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越来越多% 参赛选手们在比赛

之余# 可以尽情领略海南这个中国唯一热带
岛屿省份的风光和风土人情%

本次比赛是今年在中国举办的首个高奖
金与高排位的斯诺克赛事# 该赛事是世界斯
诺克协会批准的顶级排位积分赛% 参赛阵容
由世界排名前 $+位的选手以及 $+位资格赛
选手和 )名外卡选手组成# 丁俊晖$ 特鲁姆
普$威廉姆斯$希金斯$罗宾逊$傅家俊等中国
球迷耳熟能详的大牌球星将登台较量% 参赛
的中国军团中#除了丁俊晖和傅家俊#还有金
龙$肉孜买买提$鲁宁$周跃龙$朱英辉$吕昊
天等球手%

海口世界公开赛是继中国公开赛和上海

大师赛后# 第三个落户中国的斯诺克顶级积
分排名赛% 从 !%$!年开始#该项赛事将连续
*年在海口举办%

本次比赛总奖金为 &%万英镑#冠军奖金
,(*万英镑% 比赛从 !,日开杆#'月 &日下午
决赛% 比赛从外卡轮至 $1&决赛采用 /局 *

胜制#半决赛为 ##局 +胜制#决赛采用 #/局
#%胜%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国家
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海南省文化广
电出版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北京星牌体
育用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竞博广胜国
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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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õp05* 今天下午#&第二届福山咖啡
杯+首都各界桥牌邀请赛'暨澄迈福山咖啡
指定为 &!%#!.!%#&年全国桥牌比赛唯一
指定咖啡饮品'授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多位来宾欢聚一堂#切磋桥牌#

共品咖啡# 福山咖啡再度香飘北京人民大
会堂%

!%#%年#福山咖啡就被指定为&中国桥
牌协会全国比赛唯一指定咖啡饮品'% 今
年# 福山咖啡连续第二次被指定为全国桥
牌比赛唯一指定咖啡饮品%

澄迈县福山镇是我省最早种植咖啡的
地方% 福山咖啡咖啡因含量仅为 #(#!-#远
远低于健康型咖啡 '-以下咖啡因的标准%

据了解#目前福山咖啡种植面积 #(+万

亩#年产量约 !%%%吨% 在澄迈县工商局注
册的经营咖啡种植和销售的个体户达到 #&

户#企业有 )家%

在此次推介会上# 澄迈县为深入挖掘
福山咖啡产业发展潜力# 提高福山咖啡品
牌号召力# 整合现有的福山咖啡系列品牌
资源# 宣告成立中国海南福山咖啡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据介绍#澄迈县计划在 *年内使福山咖
啡加盟店开遍全国各大中城市# 并走向世
界%同时#积极筹划上市#力争将公司打造成
为福山咖啡产业国际化发展的航母#把澄迈
建成世界级的咖啡贸易中心#把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镇建成中国咖啡进口口岸%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出席了今
天的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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