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罗霞
实习生 周川又

今天上午9时许，海口市桂林洋
开发区的海岸边车来车往，工人正忙
碌着清理断枝残木，木材在路边堆成
了小山。超强台风“威马逊”给当地
的海防林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曾经高
大繁密的木麻黄树已被打得七零八
落，为了重建海防林，这里正在进行
前期的清理采伐工作。

据了解，此次台风使海口市7000
多亩海防林受损，仅桂林洋长达6.8公
里的海岸线上，就有多达1100亩的海
防林被毁，90%以上的当家树种木麻

黄惨遭蹂躏。
海口市林业局局长李世高告诉记

者，桂林洋是海口市海防林恢复重建的第
一站。按照专家的意见，为减少水土流
失，避免大面积清理带来的风沙隐患，海
口市对于受损海防林将分段、间隔进行清
理、补植，每段不超过300亩。先改造受
损严重的地段，后改造受损较轻的地段。

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副主任龙翔春
告诉记者，要确保下个月就开始海防
林的复种工作，从上周起清理工作就
已展开。预计本周内详细的海防林重
建规划方案将出台。

目前桂林洋地区海防林清理工
作，每天投入40多人，10多台机器，分

3个小组进行，但因为工作量太大，预
计要20天才能完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对于部分断木，
施工人员并未完全清除，而是保留了树
桩。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处副
处长林明卓说，距离海岸线最近的10
米海防林，要兼顾固沙功能，以“清理”
为主，完全倒下的树木，锯掉主干，留下
树头；部分倒下的树木，只处理断枝；损
坏较轻的树木则保留下来。而10米以
外的地区则以“采伐”为主，除了少部分
较为完好的树木保留下来以外，其余的
均清理掉，包括挖掉树根。

据介绍，桂林洋地区的海防林以更
新改造的方式为主，辅之生态、景观效

果。林明卓说，第一期的计划改造487
亩，分两个地段进行，采取竞标的方式，由
木材公司负责采伐工作。因其地处旅游
地产的开发地段，海防林不仅要具有防风
的功效，还需具有旅游景观的功能。周边
的四家开发公司也愿意出部分资金，与政
府合作，共同规划这片海防林和景观林。

记者注意到，毗邻海防林的海防堤
也受损极为严重。林明卓说，海防林的
重建需与海防堤的重建工作配套进行，
这样才能发挥更好的防风防波功效，目
前海防林的恢复重建，资金基本没什么
问题，但海防堤的重建仍有大量资金缺
口，希望能够得到市里大力支持。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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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综合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今天，距
离超强台风威马逊袭击海南已经20多
天了。灾区干部群众不等不靠，以一天
也不耽误的精神投入抗灾自救。当地

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这几天，海南文昌市公坡镇边城

村的乡亲们正忙着修缮被台风掀顶的
房屋。为了加快进度，村民们每11个
人组成一个小队，一家一家地搞翻修。

截至目前，文昌市4万多栋因台风受损
的房屋中，已经有45%得到修复重建。据

了解，海南将在10月底前完成所有受损房
屋的加固修缮；12月底前完成倒塌房屋的
规划重建，确保灾区群众元旦前迁入新居。

台风也使当地著名的文昌鸡养殖
遭受重创，现在各生产基地正在加紧育
苗，不到20天文昌全市的补栏量已经
达到了150万只，到春节前就可以保证

有1600万只文昌鸡上市。
目前，海南共筹集救灾资金 17.1

亿元，社会各界捐款2.37亿元，全部用
于灾后恢复生产生活。人保财险海口
分公司开辟了绿色通道，简化手续缩
短流程，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处理赔案
并支付赔款，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海南：不等不靠全力抗灾自救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张中宝）今天，在
海口综合保税区内，每一家企业都在加大马力进
行生产。超强台风“威马逊”尽管对大部分企业造
成重创，但在综保区管委会的支持和帮助下，园区
内各企业迅速开展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目前，区
内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

今天上午，在海口综合保税区的保税仓库，海
南大印集团工作人员正从3个集装箱车里卸下
20吨从越南进口的橡胶，仓库里，橡胶块已堆积
如山。“台风过后3天，我们在综保区管委会的帮
助下，已恢复了橡胶贸易，仅灾后就有2000吨橡
胶产品通过海口综合保税区这个平台实现交易额
约3000万元。”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不论是园区企业生产车间还是在项目建设
工地里，处处是管理人员和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
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努力争取把在台风中造成的
经济损失和延误的工期抢回来。”海口综合保税区
工委书记温精华说。

此次台风中，在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和企
业共同努力下，企业损失和影响降到最小程度，园
区内大多数企业的生产设备、厂房及仓库均保持
基本完整，一些受损的企业，已经通过设备检修检
测，实现水电接通，目前恢复生产的信心十足，充
满干劲。

海口综合保税区企业
全部恢复生产

本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
陈红艳）为褒扬先进，激励斗志，鼓舞士气，切实做
好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工作，近日，定安县委、县
政府决定，对抗击超强台风“威马逊”及救灾过程
中涌现出的33个先进集体和45名先进个人进行
表彰。

面对41年来登陆华南地区的最强台风，定安
各级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携
手抗灾救灾，在组织转移群众，恢复城乡正常运
转、抢险救人和生产自救等工作中，冲锋在前，不
畏艰险，实现了人员“零伤亡”，水库安全度汛、群
众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社会秩序和群众情绪稳
定等目标，取得了抗风救灾的阶段性成效，涌现出
了一大批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定安表彰抗台风先进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陈怡）“这十多天
都在紧急处理被风打掉和受损的蜜柚，低价抛售
可以换来一定量的资金。”11日早上6点多钟，澄
迈金江镇善井村果农黄晓玲天刚亮就开始在果园
内采摘蜜柚。

黄晓玲夫妻俩是海南大学果树专业毕业生，
2009年毕业后开始在澄迈种植无籽蜜柚，今年借
了100万元的贷款扩大生产，没想到却遭遇超强
台风“威马逊”袭击，损失了7—8万斤蜜柚，300
株果树被吹倒。黄晓玲说，台风中，果园损失3万
多个蜜柚，经过紧急销售处理，现在仅剩下数百个
品相较差的一些果实。

据了解，黄晓玲通过传统渠道和网上销售两
个渠道销售被台风打掉的蜜柚，2000个品相较佳
的蜜柚按照正常价格销售，其他全部低价抛售，大
部分的蜜柚销售已在10天内全部抛售完。到目
前，销售收入已达到20多万元，足够接下来购买
肥料开展再生产。

据澄迈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台风后，种
植大户恢复再生产的难度最大，资金不足是主要
的困难。目前，资金筹措主要靠亲戚借款和农资
店赊账，解决渠道较为单一。

线上线下齐推销

澄迈果农积极售果自救中央媒体看海南

■ 本报记者 罗霞 邵长春
实习生 陈秋云 吴小璠

继2011年在台风“纳沙”中损失
4000多万元后，澄迈宝通亿利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深水网箱养殖，因台
风“威马逊”又损失了6000多万元。
接连栽了两个大跟头，这次合作社下
定决心全面改良深水网箱。

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在桥头镇新
兴港岸边，澄迈宝通亿利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王首光和十几个工人，忙着修
理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深水网箱。瘪了的

网箱浮管被切割掉，断了的浮管用管道
热熔接机连接起来。经过修理的浮管，与
之前不同的是，其上面增加了用于保护
深水网箱框架安全的工字架的个数，以
前一个周长50米的网箱上安装25个工
字架，现在安了30-33个工字架。

因为台风“威马逊”，澄迈宝通亿
利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损失惨重，
104个深水网箱全军覆没，网箱全部
被打翻、打坏，养在网箱里的千年笛
鲷、珍珠龙胆、金鲳鱼，以及养了一
年的军曹鱼、红鱼等，没了踪影，损
失达270多万斤。

于2010年开始进行深水网箱养殖
的宝通亿利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早在
2011年便深刻体会到台风的厉害，当年
的“纳沙”台风将深水网箱吹跑、打坏。“当
时是用木桩固定深水网箱，经过‘纳沙’台
风后，我们换成用4个水泥墩和一些沙包
袋来固定网箱，效果不错。”王首光说。

令王首光没想到的是，在这次台
风中，4个水泥墩也不奏效，同时浮管
不够大、不够厚，一个个都坏了。

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专家在“威
马逊”台风过后，来到宝通亿利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目前，

合作社已基本确定了改良深水网箱的
方案。首先，增加锚的个数，将原来4
个水泥墩增加到12个水泥墩，其次将
浮管加大、加厚。

“目前资金是个大问题。”王首光说。
前几天，宝通亿利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花60万块钱，从深圳买了80多
万条金鲳鱼苗，放在5个经过修理的
深水网箱中养了起来。刚养在深水网
箱里的金鲳鱼苗，大概4个月后可以
用于上市销售。

王首光期待，这些鱼苗，能换来一
个好收成。 （本报金江8月11日电）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况昌勋）今天下
午，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露天常年蔬菜基
地，种植户、质量检测员和收购商忙碌着，采收、质
量检测、然后运往海口高登街批发市场。这是海
口市灾后抢种的第一批蔬菜上市。

种植户廖云今天采收了110公斤的空心菜和
75斤的苋菜。“苋菜6元/公斤，空心菜2.5元/公斤，
卖了720元。这是20天来，拿到的第一笔收入。”廖
云说，台风让他家2亩蔬菜一根不剩,台风一过，他
就开始清园、松土，重新种下，赶在今天成熟采摘。

据悉，“威马逊”台风造成海口4万亩常年蔬
菜基地受灾，截至目前，已经恢复种植2.04万亩，
其中第一批抢种的2880亩蔬菜，今天开始上市，
将为海口供应蔬菜2000多吨。

海口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保证灾后
蔬菜上市的质量安全，海口市分布在各村庄的
400名质量检测员，每天对蔬菜基地进行抽检，抽
检范围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只有检测合格的产
品才能上市销售。

据海口市物价局监测，上周，海口市主要蔬菜
批发价格整体行情稳定，小幅下降。业内人士分
析，随着海口常年蔬菜基地恢复生产，加上进入秋
季，蔬菜单产提高，种植品种也将更丰富，海口市
后期蔬菜价格将稳中有降。

海口第一批灾后
抢种蔬菜上市
首批供应2000吨蔬菜

清理废墟
重建家园
日前，一户村民正在自

家修建被特大洪水蹂躏而
倒塌的厨房。

据介绍，7月18日晚至
19日凌晨，强台风“威马逊”
引发了白沙黎族自治县特
大洪灾，金波乡三O三村
45户群众有19户55间房
屋被洪水蹂躏倒塌。洪水
过后，县、乡政府安排受灾
群众暂时住进帐篷。目前，
群众开始清理废墟，等待规
划重新选址重建家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为 摄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特约记者 黄一笑

8月10日，阳光打破宁静，海口市
琼山区红旗镇泮边村休闲农庄开门迎
客：80多位游客或泛舟湖上、或岸边垂
钓、或品尝农家美食、或闲庭信步，享受
着乡村时光……

“有40多位客人入住，25间客房都
住满了。”泮边休闲农庄负责人张大成
说，这个周末接待游客180人次，恢复到
了灾前8成水平。

7 月 18 日，泮边农庄被台风“毁
容”，停止营业。经过40多位村民20
天的努力，逐渐恢复容貌。曾一度积水
5厘米的客房、厨房、阁楼庭院，已经清
扫干净，并消毒灭蚊灭虫，折断的树木、
香蕉也长出了新叶嫩芽。吃、住、玩等
各个项目都已基本恢复，农庄重新迎来
了笑声。

修复工作还未结束。“被风掀掉的3000
平方米的屋顶，还没有翻新。”张大成说，材料
紧缺，一直到前几天才预订到，预计周一能
够到，就可以开工了。“这次屋顶翻新，改为
沥青瓦，沥青有粘性，太阳一晒，就与屋顶
的木板黏在了一起，抗风能力强。”

目前，海口市绿野仙踪生态庄园、龙
鳞村、本立村、田心村、龙浩农业观光园、
火山泉休闲农庄、开心农场和羊山休闲
公园、南海休闲农庄、绿枫农庄、西海岸
一号农庄等均已基本恢复营业。不过，
由于休闲农庄地处乡村，台风后水电、建
材、人工等要素供给艰巨，对灾后重建进
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预计全面恢复仍
需一定时间。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

海口多家休闲农庄恢复营业

农庄“复容”，
开门迎客！

本报文城8月 11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吕燕颜）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用
量杯舀出一只只南美白对虾幼体，就是
这些不到两毫米长的小家伙，将于十几
天后到达养殖户手中，为受灾养殖户送
去灾后新希望。

“即便虾苗供不应求，我们也不会
涨价。”在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海南海
壹水产种苗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
孙华说，“我们深知养殖户损失惨重，决
不给他们增加压力，希望大家尽快恢复
生产。”

“威马逊”来袭，铺前、翁田等地的虾
苗场损失惨重，供电供水系统瘫痪，发动
机、鼓风机、充氧管等设备被毁坏。长时
间的停电缺氧或大雨冲刷，使得娇弱的
虾苗难以存活。记者了解到，海壹公司
翁田原种场损失惨重，种虾损失三分之
一，林梧育苗场直接损失520余万元，其
中虾苗损失200余万元，而同样位于林
梧村的海南蓝色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亿尾虾苗损失三分之一。

时间不等人，用尽一切办法恢复生
产，减少损失！各生产企业修复各类设
施和系统，积极采购新设备，加紧恢复生
产。在海王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
地，挖掘机轰轰作响，忙着修复池塘，黑
色膜布也贴上补丁，池塘里依稀能看到
苏眉等鱼儿欢游，一周之后，海王星将有
10公斤龙胆鱼卵供应市场，蓝色海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主厂区27个车间已恢
复正常生产，每天可供应1000多万尾虾
苗；8月下旬，海壹水产种苗有限公司将
有4000万尾虾苗投放市场。

文昌水产种苗生产企业加紧
恢复生产供应养殖市场

“虾农不容易，
我们不涨价！”

蔬菜供应

果农自救

表彰先进

企业复产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刘笑非
实习生 张林

“向左边两公分！”顶着烈日，文昌市
昌洒镇唐教村驻村干部、文昌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曾利民正在确认宅基地范围。作
为灾后重建的试点村之一，唐教村已经平
整出大块土地，规划设计完成后，仅需一
个月时间，群众就能住上崭新的平顶房。

日前，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文
昌，灾情始终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如
今风雨远去近一个月，记者在随省委宣
传部组织的采访团赴文昌灾区调研时
欣喜地看到，在党员干部的坚强领导
下，灾区群众不等、不靠、不要，积极投
身于灾后重建工作之中。

党员干部是我们心中最亲的人

上午11时许，文昌市昌洒镇东群村
委会副主任邢诒奋大步跨进镇政府。

“我们村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说起自
己负责的白土村，他自信满满，“各户房
屋受损情况已经公示了。很快，瓦片就
能买来，重建家园指日可待！”

据统计，白土村有超过90%的民房
受损。这些天，邢诒奋忙得连口水都顾
不上喝，就是为了将每户人家的房屋受
灾情况和重建进展详细记录在案，确保
重建工作有序推进。

同样是为了让村民早点住进新房，
唐教村也贴出了房屋的定损结果和各
种民居样式效果图。“不论是平顶房还
是传统瓦房、坡顶房，我们都考虑到了，
没日没夜地把效果图赶了出来。”文昌
市规划局局长王小飞熬红了双眼，“村
民想建怎么样的新房，都由他们自己决
定。我们会根据村民的需求进行规划、
测绘、定宅基地。”

什么是规划，什么是测绘？灾区群
众不明白，可他们知道，一片片平整的
新房将在年前将村庄装点。他们愿意

相信这些晒得黝黑、总是汗流浃背的
人，只因他们“是党的人”，也是他们心
中最亲的人。

自己有能力就不向村里伸手

这一边，是一片片新瓦在阳光下显
出好看的嫩黄，那一边，是几户村民正
在为房屋重建挥汗如雨。“你们家有这
几兄弟，可真好！”面对记者的夸赞，村
民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笑了。

原来，他们并无血缘关系，可称作
“兄弟”却再合适不过。文昌市公坡镇
边城村也是此次台风的重灾区，38户
人家中，有35户房屋受损。灾后一连
几天，天亮了，村民们就齐心协力从村
头开始挨家挨户进行修整；天黑了，大
家伙儿就亲亲热热地吃在一桌，住在
一起。

“我们村也是这样，你家修房我来
帮，我家修房你也来帮，这样效率高了，

感情也更好了。”白土村村民邢福钲家
刚刚修好屋顶，还剩下一百多块全新的
瓦片，他乐呵呵地捧着送到邻家，还动
手帮着和起了石灰。

在这个同样受灾严重的村子里，仅
有的30万块新瓦片远远不足以修复全
部受损房屋，可全村没有一人忍受风吹
日晒。“我们家有办法买到瓦片，就没有
向村里伸手。把瓦片让给困难的人家
用，心里比较踏实。”村民邢福栋说，自
己心里早有一杆秤，“跟全村人的利益
比起来，多花点钱，算啥？”

种植、养殖户脸上重现笑容

阵雨过后，文昌市抱罗镇敦财村弥
漫着泥土的清香，清脆的鸡鸣从桉树林
里传来。早在台风过后第三天，养殖户
周德富就收到了第一批鸡苗，鸡棚也得
以重建。

“不仅是这1.4万只鸡苗，就连鸡棚

也是在公司帮助下重建的！”周德富
说。原来，传味文昌鸡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鹏明白，自然灾害，远远超过了农民
的承受范围。灾后第二天，该公司就挂
出了横幅：“绝不让一户养殖户承担损
失”，与横幅同时出现的，是一系列重建
措施——

“挖机开路、重建鸡棚、发放鸡苗，
我们要让养殖户尽快恢复生产！”林鹏
告诉记者，公司不仅修复设施，还补齐
了养殖户前期投入的费用，以便他们同
时开展自救。

如今第一批发放下去的鸡苗正茁
壮成长，不出意外，养殖户们依旧能赶
上来年春节的文昌鸡销售旺季。

不单单是文昌鸡，被誉为“文昌西瓜
大王”的梁亚宽同样被台风“刮”走数百
万元。通过有效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如
今破损的厂房不再，大片西瓜地重新投
入种植，梁亚宽的脸上也恢复了憨厚的
笑容。 （本报文城8月11日电）

文昌灾区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互帮互助灾后重建

重建家园，家家都有几“兄弟”

海口在桂林洋启动海防林重建第一站

马不停蹄，修复绿色屏障

澄迈桥头镇深水网箱养殖期待东山再起

痛定思痛，改良深水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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