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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7月31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潘彤
彤 王家专）今天上午，澄迈县在金江市民广场及10
个镇，同时启动灾后自救绿化宝岛植树造林活动。

记者在金江市民广场看到，经过一上午的辛勤
劳作，1000多棵经济苗木在刚刚经受“威马逊”风灾
创伤的土地上，留下点点绿荫。据介绍，省林业厅及
澄迈县四套班子领导、驻澄“三警”部队、共青团员代
表共600多人参加了此次主会场的植树活动。

今年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袭击海
南，澄迈县林业系统林木、苗木等损失严重。澄迈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澄迈县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实施方案》、《澄迈县林业系统灾后自救
和恢复生产工作方案》等方案，并采取有力措施狠
抓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此
次澄迈结合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工作实际，开展

“绿化宝岛”行动和全民义务植树工作，发动群众充
分利用甘蔗地、木薯地以及其他经济效益差的农作
物进行改种，大力种植沉香、花梨、福橙、咖啡、橡
胶、槟榔等经济效益较好的林木，确保澄迈森林面
积和林地保有量有增无减，沿海防护林全面合拢。

澄迈启动灾后自救
植树造林活动

虾类
被毁损的养殖池塘要及时补堤筑

决，泄洪排淡，毁损的塘堤和决口，要及
时修复，不能及时修复的要架设防逃网，
以防养殖生物逃逸。海水养殖池塘被淡
水淹没的，要及时排出上层淡水；对盐度
下降过大的池塘，抓紧在大潮汛期间适
量换水。

加强水质管理，及时使用底质改良
剂、微生物制剂等改善水环境，适当使用
水体消毒剂（如：二氧化氯）消毒水体，减
少病原菌。保持水体溶解氧含量在
4mg/L以上，尽量使用增氧设备，搅动
水体以免水体分层，造成底层缺氧。确
保日常换水使得温度稳定且洁净，必要
时刻对水体进行提前消毒（氟苯尼考
5ppm-6ppm），加强营养及抗病能力，
在日常的投饵中可适量配以抗应激维生
素C、抗生素等。

石斑鱼类
持续的强降雨，大量淡水冲入池塘，

被淡水淹没的池塘，要及时排出上层淡
水；如养殖鱼类大量死亡，应及时捞出并
做无害化处理，池塘和自然海区难免受
到污染，复产后爆发流行病和赤潮的风
险大增，因此，应提前干塘，充分晒塘、彻
底消毒。进、排水以及网箱养殖应加强
监测水质。要适时换水和开动增氧机，
网箱养殖要及时换网衣，或及时除去网
衣上的附着物，以保证水体交换的畅通。

提高饵料质量，少量多餐，饵料添加
“维生素C、E”、“生物酶活性添加剂”、免
疫多糖等进行投喂，提高鱼体的免疫力。

加强鱼病防治，对鱼体进行药浴消毒
（如：菌毒速剂）以除去鱼体身上的寄生虫
等有害生物，同时，内服一些抗菌药物

（如：土霉素），但禁止使用氯霉素、呋喃类
等国家违禁药物，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

罗非鱼
发现水质偏酸，要用适量的生石灰

进行全池泼洒，调节酸度，用量为
10ppm。做好鱼病防治工作，主要是原
生动物引起的疾病及由细菌引起的暴发
病，如车轮虫病，可及时用硫酸铜
0.5ppm+硫酸亚铁 0.2ppm混合剂杀
灭。细菌性暴发病可用石灰25公斤/亩
进行消毒。

东风螺
大量淡水的冲入，使养殖池海水盐

度急剧下降，可造成东风螺大面积死亡，
应及时捞出死螺，并做无害化处理；在水
泥池盐度等条件趋于稳定后，及时估算
池塘各养殖品种的残存量和损失量，估
算方法可采用在池塘贝类不同养殖区抽
样一定面积养殖贝类，比较密度、死亡率
及生长，估算损失情况；通过估算，对主
养品种损失超过30%的池塘，要及时补
苗。补充的苗种规格尽量与塘内养殖品
种的规格相一致。

由于池水盐度的大幅下降，使养殖
生物不适、发病、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冲
淡水大量灌入池塘容易使病原体广泛传
播，同时养殖生物的受伤以及养殖环境
的急剧变化，使养殖生物产生应激反应，
免疫力下降，因此雨灾过后，极易发生养
殖生物的大规模疾病。同时，灾后的高
温天气以及海区因冲淡水影响的高富营
养化，使病害的发生更有了良好的土壤，
所以在下阶段的养殖管理中，从水质等
养殖环境控制、科学投饲等方面强化管
理，以预防病害的发生。

（范南虹 辑）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钟坚）台风带来的大面积降
水，致使海口、文昌等地部分工厂、企
业、地下商场被洪水淹没，厂房、设备
受损严重，电气线路受潮、绝缘破损，
火灾隐患重重。记者从省消防总队
获悉，目前有 25 支消防技术服务队
深入到各受灾企业进行帮扶。

消防技术服务队每到一家单位，
首先详细检查检测单位电气线路、消
火栓管道、水泵房、配电房、发电机房
等易受洪水浸泡重点部位的受损情
况，并按照受损程度制定帮扶措施和
解决方案。同时提醒单位要及时协调
联系消防维保单位进行维修处理。

针对技术服务队在检查过程中反

馈的重点、难点问题，省消防总队联合
海南省消防协会，组织6家消防检测公
司为受灾单位提供免费技术支持及检
测服务。目前，已经为海口受灾比较严
重的29家企业免费检测。届时，消防
总队将针对检测出的问题，组织技术骨
干或专家深入企业现场指导，更好地帮
助企业解决消防瓶颈问题。

本报文城7月31日电（记者苏庆
明）灾后重建，瓦房的修复是灾区群众紧
迫的任务之一。记者从文昌市有关部
门了解到，这些部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
力保文昌灾区瓦片售价稳定，尽早缓解
瓦片货源不足与建筑工人紧缺问题。

文昌市物价局局长彭建军介绍，自
7月20日起，该局便联合市工商局发布
告示，要求建材经销商、销售点不得哄

抬物价、以次充好；同时派出调查队伍，
对有关情况进行摸底，针对部分销售点
不明码标价的行为进行处罚。针对一
度上涨至2元乃至3元每片的瓦片价
格，先后3次出台限价标准，目前已保
证瓦片最高0.9元/片的售价，并要求销
售点贴出价格公示。

文昌市住建局局长符史文介绍，该
局正在与省内瓦片生产厂商联系解决

供应问题，并派出专门小组赴内地省份
商谈采购事宜。

针对建筑工人紧缺的问题，符史
文介绍，住建局正在联系组织外地施
工队伍奔赴灾区，目前已联系到安徽
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的施工队
伍共 600 多人；同时，针对农村青年
劳力进行施工技术培训的工作也已
经展开。

本报文城7月31日电（记者赵优
刘笑非 特约记者许环峰）为推动灾后
房屋重建，文昌市出台《关于2014第
9 号超强台风损毁居住房屋重建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
快灾后损毁房屋重建工作，保证受
灾群众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住进安
全房屋，对因风受灾的五保户、孤儿、
低保对象、特困家庭等收入低、没有
自建房能力的家庭，实行政府基本保

障制度。
意见要求按照政府扶持，受灾群众

自力更生，多方筹资。对灾后房屋倒塌
数量多、房屋损毁严重或地势低洼的村
庄，在征得村民同意的前提下，可采取
以村为单位在原址或另行选址进行整
体规划重建。住建部门要对重建房屋
给予设计指导，注重防灾功能同时保留
文昌传统建筑的风格。

意见鼓励受灾群众以贷款等方

式自主筹集房屋重建资金，政府将视
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同时发动社会帮
扶。意见还对补助对象和范围做了
规定：对居住房屋损毁的文昌市农业
户口家庭（包括农场职工）给予补助；
在村里或本省其他地方拥有两处及
以上住房，其中有一处未受到损坏
的不享受补助；屋顶受损面积小于5
平方米的，原则上由受灾群众自筹
资金修复。

本报文城7月31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许环峰）为切实做好灾后恢复农业生产，动员广大
干部群众迅速投入生产自救，文昌市出台方案指
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努力把超强台风“威马逊”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全力促进农业生产不
滑坡，主要农产品供应不断档，农民收入不减少。

为此，文昌市成立灾后恢复农业生产工作指
导小组，下设12个工作组，负责本单位灾后恢复
农业生产工作。工作重点主要为恢复水稻生产、
恢复常年蔬菜生产、妥善处置损毁设施大棚、恢复
畜牧业生产、恢复渔业生产等12个方面，将对罗
豆农场、铺前镇受海水倒灌的农田进行监测，科学
指导种植其他农作物，如种植紫甘薯、玉米等；计划
8月底种植5000亩速生叶菜，9月底完成1.21万亩
常年蔬菜种植任务，确保常年蔬菜市场有效供给；
做好罗牛山（潭牛）种鸡场、传味种鸡场等生产计
划，争取12月底完成全年饲养量5500万只；抓紧
种苗培育和放养，现场指导会文烟堆、东郊等有育
苗能力的鱼、虾种苗场，抢抓时机组织苗种生产等。

文昌争取年底完成种鸡
全年饲养量5500万只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潘
志国 张荣鑫）记者从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获悉，
为助力因台风损失巨大的客户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该行已紧急划拨5亿元授信用以支持当地
客户、企业生产自救。

海南农行已开启灾后重建贷款审批投放绿色
通道，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力争做
到早受理、早审批、早投放，尽早为受灾客户提供
信贷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海南农行组织信贷人员走进田间地
头，配合受损的农户收集证明材料，清理全省7.9亿农
户贷款的损失情况，对符合贷款展期条件的受灾农户
给予展期，暂缓农户的还贷压力，并主动对符合核销
条件的给予核销，减轻农户的灾后重建资金压力。

据悉，海南农行还分别向海南省政府捐款
200万元，向海口市政府捐款100万元，款项用于
抗灾重建。

海南农行5亿授信
助力灾后重建

⬅ 7月31日中午，在受灾
严重的海口市演丰镇北港岛村，
灾后防疫的宣传画提醒人们注
意卫生安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防
疫

⬆ 7月 31日，文昌市翁田
镇茂山村海边的西瓜地里，瓜农
正在抢收西瓜。受超强台风“威
马逊”影响，翁田一带西瓜损失严
重，但种植户并没有放弃，他们抓
紧抢收未受损的西瓜，并打算采
取措施尽快恢复生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25支消防服务队技术帮扶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

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
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
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
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
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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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受灾群众年底前
将住进安全房屋

文昌瓦片售价不得高于9毛

灾后水产养殖应如何管理

本报翁田7月 31日电（记者范南
虹 通讯员陈贻诵）“超强台风‘威马逊’
带来的强降水，引起海水倒灌，淹没农田
两米多深。这些农田还能不能种庄稼？
有没有收成？如何复耕？文昌市政府和
受灾群众都很担忧。”今天上午，文昌市
副市长符涛生向省农科院专家咨询如何
解决海水倒灌土壤复耕的问题。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钟鸣明带领该院
土肥所、粮作所、蔬菜所、科研处等处室
的农业专家到台风登陆地翁田调研，了
解农业受灾情况和灾后恢复生产的农业
科技需求，尤其是土地受大面积海水倒
灌造成的危害。

海水倒灌危害土地

符涛生介绍，翁田、罗豆农场都有海

水倒灌的情况，其中以罗豆农场倒灌面
积最大，约有1万多亩，现在部分田块的
海水还未完全退去。

省农科院副院长张治礼介绍，从7
月30日，省农科院土肥所的专家和省土
肥站的专家已经开始在海水倒灌面积最
大的罗豆农场采点取样，准备将采样土
壤化验检测后，了解受灾土壤的盐分和
养分情况，制定出具体的修复方案。

“海水倒灌造成的危害还是很大
的。”省土肥站研究员吕烈武指着脚下的
土地说，“这些土地晒干后，表面上白色
物体就是盐。”

吕烈武取样的土地是罗豆农场第一
作业区江道村的耕地。台风过后，江道村
倒灌的海水已经退去，土地在太阳曝晒
下，表面已经干裂，留下道道白色的盐渍。

吕烈武在排水沟里找到一点积水，

用手指沾起来，舌头舔了舔。“很咸！”他
皱着眉头，有些心疼地说。

专家研究改良方法

吕烈武告诉记者，两天来，9名技术
员采用多点混合采样的方式，共采了12
个点的土壤样品。

“每个点都会取两个样本，一个是
0-20厘米耕作层的样本，另一个是20-
40厘米犁底层的样本。”两个不同土壤
层的取样，才能充分发映这片土壤被海
水危害的程度。

省农科院土肥所所长谢良商告诉记
者，专家们已经获取了海水倒灌土地的
田块分布图，并完成300个样点的布点，
全部完成采样后，再进行测试分析。

“根据海水倒灌危害程度分成轻、

中、重三个等级，危害轻的土地，现在可
选择一些耐盐作物种植，如地瓜、西瓜
等；危害中等和重度的，都需要对土壤进
行改良。如果不进行改良，几年内都难
以种植作物，即使种了，收获也不乐观。”

谈到如何改良，谢良商告诉记者，这
是一个长期的大工程，因为海水倒灌的土
地面积太大了，从海口到文昌的沿海受灾
乡镇，都有不同程度的海水倒灌现象。

吕烈武告诉记者，被海水倒灌的田
地大部分没有水利设施，难以通过引流
淡水来冲洗被海水浸渍的土壤。因此，
利用下雨冲洗土壤是最简捷的办法。他
建议，眼前当务之急，是把田地里倒灌的
海水彻底排干，可以采取在田块里多挖
深挖排水沟的方法。排干之后，迅速将
排水沟的排水口堵死，等待降雨，蓄满雨
水后，把田地泡几天，泡透后，再把变咸

的雨水放干，翻耕雨后晒干田地。如此
反复，经过多次不断翻耕不断冲洗，几场
大雨后，可适当减轻或者消除海水倒灌
造成的危害。

谢良商告诉记者，改良海水倒灌土
地可以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
施等多种办法，工程措施即利用水利设
施冲洗土壤；生物措施即采取种植耐盐
的绿肥植物，如紫芸英、水花生等，通过
种植可以分解、降低土壤盐分的含量；另
外，筛选耐盐品种种植也是有效途径之
一，但这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化学措施
就是挑选土壤调理剂，综合土壤中的盐
分，减轻盐害。

谢良商告诉记者，省农科院专家和
省土肥站专家都在积极为受灾群众寻找
解决海水倒灌的办法，一旦完成样本检
测后，即可制定具体的科学解决方案。

水产养殖中的南美白对虾、石斑鱼类、罗非鱼、东风螺等，都是我省养
殖较为广泛的热带经济动植物，在此次台风灾害中受损严重，专家针对它
们的灾后管理提出一些科学的建议和办法，本报将陆续刊发，以帮助我省
水产养殖业灾后恢复生产。

支招专家：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陈傅晓

抢
收

本报海口7月 31日讯（记者梁振
君 实习生林诗婷）超强台风“威马逊”给
我省糖料甘蔗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重灾之下，广大蔗农迫切需要制糖企业
从各个方面给予扶持，以期减少甘蔗生
产的损失。目前全省各制糖企业正在努
力帮助蔗农开展灾后甘蔗生产自救。省
糖业协会今天发出通知，指导蔗农开展
灾后自救和尽快恢复生产，同时呼吁扩
大甘蔗生产保险覆盖面。

据介绍，我省大部分甘蔗目前刚进
入拔节中期，倒伏的甘蔗经过扶直、加强
肥水管理，产量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
折断的甘蔗可以作为种苗，发展秋植甘
蔗。由于甘蔗收购价已连续两个榨季下
调，当前甘蔗收购价偏低，种植甘蔗利润
不高，一些蔗农开展灾后生产自救的积
极性可能不是很高，由此也会使得他们
本来就比较贫困的生活陷入困境。

省糖业协会建议受灾蔗农，要及时
对受灾的甘蔗田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要及时排除田间
积水，避免因浸泡时间过长造成甘蔗根
系缺氧烂根死亡。同时要尽可能清洗蔗
叶淤泥，以促进甘蔗叶片的光合作用。
要对倒伏但未大面积折断的甘蔗，及时

扶正培土，并追施一次肥料，以利促其恢
复生长，每亩可用尿素15-20公斤，磷肥
20-25公斤，钾肥 20-25公斤混合施
用。要对风折率在60％以上的蔗田及时
收砍，作为种苗，发展秋植甘蔗；砍收完
甘蔗后，应及时清园、开垄，加强宿根蔗
管理，作为明年甘蔗种植种苗。要加强
病虫害综合防治。要及时防治杂草，清
除甘蔗枯叶死苗，使蔗田通风透光。台
风引起甘蔗倒伏，容易招致鼠害，因此台
风过后要进行一次全面的蔗田灭鼠工
作，以杀鼠毒饵投放在蔗田周围。可用
灭鼠药有80%敌鼠钠盐粉剂和7.5%杀
鼠迷水剂，配制谷物毒饵后投放灭鼠。

省糖业协会秘书长李京说，甘蔗生
产保险是国家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它对
于蔗农、制糖企业和政府有利而无害。
为减轻蔗农的负担，我省甘蔗生产保险
费中，地方财政补贴的比例比国家规定
的还要高。上个榨季，省人保财险公司
已在我省各主产区启动甘蔗生产保险试
点，但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各制糖企业
要积极配合市县人保财险公司，总结自
然灾害致使生产损失惨重的教训，积极
开展引导教育，尽可能地广泛地开展甘
蔗生产保险工作。

省糖业协会呼吁：

应扩大甘蔗生产保险覆盖面

青年志愿者在澄迈种树。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动态

专家会诊海水倒灌土地复耕问题
省农科院派员赴文昌取样检测以提出科学方案

文昌出台意见
指导受灾房屋重建

专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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