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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见习记者缪
影影）“我们移植在不锈钢礁基上的造礁
石珊瑚成活率非常高、长势也很好，珊瑚
礁鱼类、大型底栖动物数量都有所增
加。”刚从蜈支洲岛评估考察回来，省海
洋与渔业科学院的李元超就迫不及待打
来电话，告诉记者人工恢复珊瑚礁生态
系统的新突破。

据介绍，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过度
捕捞、长棘海星爆发等原因，海南岛珊瑚
礁生态系统正在退化。随着珊瑚退化，礁

栖生物资源也开始减少，而渔民不得不滥
捕以维持生计，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为了对受到破坏的珊瑚礁系统进行
有效修复，扭转珊瑚礁生态退化的趋势，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的王道儒研究
员、李元超高工联合国家海洋局第三海
洋研究所的林荣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黄晖研究员等多位专
家，共同承担了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项
目“近岸典型珊瑚礁生态系统恢复技术
研究与示范”，旨在通过研究珊瑚繁育技

术，有针对性地对近岸退化的珊瑚礁开
展修复工作。

“我们选取了蜈支洲岛北侧的珊瑚
礁生态系统作为试点。”李元超告诉记
者，蜈支洲岛北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由
于受到上游泄洪及潜水压力影响，出现
退化的状态，局部区域的珊瑚覆盖率从
2006年的50%左右退化到2013年的不
足10%。为了加快珊瑚的恢复，营造美
丽的水下景观，项目组决定对该区域开
展人工恢复工作。

2013年9月项目组在该区域投放
了大量的不锈钢材质的人工礁基，并于
年底移植了2000多棵造礁石珊瑚，种类
主要是生长较快并具有观赏性的鹿角珊
瑚和杯形珊瑚。2014年10月又继续移
植了1500个造礁石珊瑚。

日前，项目组到该区域对修复效果
进行评估时，惊喜地发现珊瑚成活率可
达90%以上，珊瑚的生长率也非常高，基
本可以达到0.5-0.8厘米/月。同时项目
组还发现，人工礁基上附着了大量的新

生珊瑚，珊瑚覆盖率可以提高5%-8%。
珊瑚礁鱼类及大型底栖动物数量等都有
所增加，珊瑚礁生态系统恢复效果明显。

李元超介绍，蜈支洲珊瑚修复工作
的成功，不仅证明人工快速恢复珊瑚礁
生态系统的可行性，更证明了人工构建
水下珊瑚花园景观的可行性。我们可以
根据不同需要建设不同规模的水下花
园，既满足了旅游需要，也保护了珊瑚礁
生态系统，使退化的珊瑚礁生态系统逐
渐恢复成为可能。

我省珊瑚繁育取得新突破

退化珊瑚礁生态系统可人工修复

本报那大3月29日电（记者易宗平）
“海南热带植物园的树很香很甜”、“像饼干
一样的味道”……今天，在海南大学就读的
147名留学生，慕名来到海南热带植物园
参观，为丰富多彩的植物品种惊叹不已。

在“夫妻树”前，他们纷纷拍照，人群中
不时发出“真浪漫啊”、“太有趣了”的尖叫
声。在“一箭封喉”树前，不少留学生听说
有毒很快又缩回手来，当听说树汁渗进伤
口的血液里才会中毒时，他们又大胆地围
上去端详。在一片“含羞草”前，来自马达
加斯加的留学生毕为诺小心翼翼地蹲下去
用手触摸，当看到这种草“羞涩”地闭合时，
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海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贾
绍东介绍，这次组织的留学生，来自欧美、
亚洲、非洲的10多个国家，学历层次包括
本科生和研究生。他表示，利用周六、周日
让留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走向自
然，融观光、教学于一体，是一次很有意义
的体验式活动。

海大外国留学生畅游热带植物园

⬅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毕为诺
兴奋地托起海南热带植物园的一个大果
实。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范南虹
缪影影）“土地也像人一样，营养过剩也会
产生‘三高’，施肥过多营养就会过剩。所
以，要尝试给土地减肥。”3月27日下午，
屯昌县枫木镇岭仔洋，我省土肥专家向前
来参观的人群解释为何减少肥料的投入。

枫木镇有两块田洋都参与了我省耕
地改良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用作示范
的经济作物主要是苦瓜。从“减量施肥
技术试验示范地”与“常规施肥管理对比
地”对照看，减量施肥的苦瓜明显挂果
多，叶片更绿；而常规施肥的苦瓜挂果较
少，果形小、不匀称，苦瓜叶片发黄早衰。

参与示范的农民苏桂霞带记者去
看她的两片对照试验的苦瓜地。“减量
施肥和常规施肥的苦瓜地分别有2亩，
它们是同一个品种，同一天种的，除了

施肥不一样外，其它的管理都是一样
的。”苏桂霞让记者看减量施肥的苦瓜
棚：“你看，这棚子里苦瓜结得密密的，
我每天要摘1268斤，而常规施肥的苦
瓜每天只能摘1056斤。”算下来，“减
肥”不减产，还能增产约20%。

对此，省农科院土壤肥科学研究员
谢良商解释，农民种苦瓜过去的施肥习
惯是氮、磷、钾3种化肥，按同等比例施
用。“但是，不同土壤微量元素含量不
同，施肥要有针对性；而且农民施用化
肥通常人工丢洒，定量不准。因此，减
量施肥技术是建立在测土配方施肥和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基础上。”

记者现场看到，用作试验示范的苦瓜
地，都拉上了塑料管，这些管道通向田洋
中一个水肥池，农业技术员对土壤检测

后，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长期的水肥需
求，调配出相应的有机水溶肥，然后用管
网输入苦瓜，进行滴灌施肥，既节省人力、
水和肥料，还提高了水肥的使用效率。

此外，去年以来，我省农业专家还指
导枫木镇农民开展耕地轮作，冬春种植苦
瓜、冬瓜、辣椒等冬季瓜菜，收获完后种水
稻，水稻收获后又种生长周期短的叶菜类
蔬菜。“不仅产量明显提高，另一个明显改
变是：病虫害少多了。”王家林的8分田去
年冬天种了冬瓜，收完冬瓜后，他用来育
秧苗，如今秧苗也长得绿油油的。

屯昌枫木镇田洋“减肥”地的苦瓜
只是我省耕地改良行动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2013年6月，海南日报以《海南
耕地渐显倦容》为题报道我省耕地质量
日趋恶化的问题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省委书记罗保铭对报道专门批示，
省政府也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通过了《海
南耕地改良行动方案》。

根据《方案》，我省开展了大规模的
土壤改良行动，2014年，省科技厅立项

“海南耕地改良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专
项”，由海南省农科院、海南大学、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等我省农业科研院所共同
承担，计划用三年时间投入6000万元，
在文昌、屯昌、澄迈、乐东、三亚等市县，
选择上万亩核心示范大田洋，开展海水
倒灌农田土壤修复关键技术、耕地资源
管理信息系统和耕地质量预警监测体系
建立、耕地修复改良与高效施肥技术、耕
地改良耕作栽培模式、农业品种改良技
术等农业科技的研究与示范推广，希望
有效解决海南土地贫瘠的问题。

我省探索耕地改良关键技术成效初显

“减肥”不减产 轮作效益高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孙慧）
3月28至29日，第五届中国小额信贷机
构联席会年会在北京召开，并发布了
2014年度全国小额贷款百强企业，我省
海南控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海口信源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通过了专家评委会对
资产结构、资产质量、管理效率、盈利能
力、增长速度等多项指标的综合评定，荣
获百强企业称号。海控小额贷款公司董
事长顾刚荣获“2014中国小微金融年度
人物”称号，成为我省小额贷款行业获此
殊荣的第一人。

近几年来，我省经济快速发展，为小
微金融机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截至
2014年我省已有42家小额贷款公司，
总计注册资本为38.3亿元，2014年全省
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47.93 亿
元。在政策、监管、互联网金融方面优惠
政策支持下，我省小额贷款行业从无到
有，由小到大，已经成为支撑地方金融体
系的一支“生力军”。

我省两家企业获
全国百强小额贷款企业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根据《海南省检
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渡期检察官选任工作
实施方案》，按照个人报名和资格审查程序，省检
察院日前已完成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报名和资格审
查工作。据悉，全省共有1137名检察人员通过资
格审查，1000名检察人员将参加近日省检察院组
织的检察官选任考试。

据了解，根据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
政人员员额39%、46%、15%的比例，海南省检察
院制定了《海南省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
渡期检察官选任工作实施方案》，将采取考试与考
核相结合的方法选任检察官。通过考试和考核环
节，成为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渡期首批检察官。

针对试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海南全
省目前已确定了5个基层检察院试行试点。按照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整合内
设机构，合理划分检察长、检委会及检察官办案权
限和责任，优化办案组织，减少案件审批层级，突
出检察官司法办案的主体地位，强化责任意识，促
进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提升司法公信力。

全省1137名检察官
将参加考试接受选任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孙勇）近日，省直机关工委、纪工委在海口举办全
省机关纪委书记培训班，各市县直机关纪工委书
记、专兼职纪检干部，省直各单位机关纪委书记、
委员，机关党委及直属党总支、党支部纪检委员等
170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以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六届省纪委五次全会和2015年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案件检查工作会议精神为主题，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
要论述，特别是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分析当前反腐倡廉形势。

在部署安排2015年省直机关纪工委和机关
纪委工作时，培训班提出“打牢基础、创新机制、注
重教育、强化监督”的工作思路，要求突出从严治
党主线，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以思想建党加
强机关纪律建设，以执纪问责全面落实“两个责
任”，以深入纠正“四风”拓展作风建设，以敢于担
当从严查处违纪问题，以制度治党创新体制机制，
深入推进“三转”，践行“三严三实”，形成与全面从
严治党相适应的省直机关纪检工作新常态。

省直机关纪工委举办
机关纪委书记培训班

本报万城3月29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日前，
海南恐龙主题公园在万宁市东山岭的山
脚密林中开园，园中展出了近30多种恐
龙，开园首日，就吸引了上千名来自四面
八方的恐龙爱好者。

主题公园中有长达16米长的大足
龙、翼展超过15米长的翼龙等近30多
种恐龙，每一只恐龙都是通过1：1的比
例动态仿真出来的，置身其中，让人仿佛
进入了神奇的“侏罗纪”时代。此外，园
中还有充气城堡、气枪打气球、丢圈套礼
品等各种趣味十足的游戏。除了在城堡
中与“喜羊羊”和“灰太狼”玩耍，孩子们
还可以钻到恐龙蛋壳里拍照，看到恐龙
破壳而出的精彩瞬间。

海南恐龙主题公园
东山岭开园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见习记者
罗清锐 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沈德安 戚
大卫）由民建海南省委举办的“万物育
焉”——孔子文化书画艺术交流展今天
在省博物馆开展。

据了解，此次展览是民建海南省委
为纪念民建成立70周年暨民建海南省
委成立25周年——“同舟筑梦”系列活
动之一，展览为期4天。

此次展览汇集了100多幅由上海社
会各界书画名家围绕孔子文化创作的书
画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
值。艺术家们把自己对孔子文化的真知
灼见、文化感悟凝聚在丹青笔墨里，注入
到创作中，让人在无形中感受到中国历史
的厚重和传统文化的神韵，激发人们奋发
向上的力量和健康完美的艺术享受。

我省举办孔子文化
书画艺术交流展

本报定城3月29日电（记者洪宝
光 赵优 实习生何劝）同样是养鸡，从
去年年底开始，定安县龙门镇石坡村养
鸡专业户莫裕军正在转型，从过去单干
到接力养鸡，不仅利润比以前增加了，
还带动其他村民养鸡。

近日，龙门镇石坡村养鸡专业户莫
裕军再次来到他的养鸡场，按时给鸡喂
水。此时鸡场内的3000多只农家鸡正
关在笼子里饲养。他弯下腰，给水桶内
加水，顺便给鸡撒饲料。

“为何不散养了。”之前记者曾到他
的养鸡基地采访，当时鸡是散养，而且
规模不大，每批次只能养殖2000只左

右。如今发现鸡舍扩大了规模，鸡出栏
次数要比以前增加了许多。

“不得不转型。”莫裕军说，之前养
鸡都是单打独斗，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养
殖，每年只能出栏1万只鸡左右，现在
不一样了，平时除了养鸡外，还当起“鸡
中”，直接从村民手中收购即将上市的
鸡来养殖，这不仅缩短了鸡上市的时
间，还可以做到月月甚至周周都有鸡销
售，收入也比以前更加可观。

当“鸡中”半年多来，莫裕军已有
6000多只鸡销售出去，几乎是之前养
殖的数量总和，净利润6万多元，比单
独养鸡来钱更快。

石坡村村民莫裕安告诉记者，以前
村民养鸡都是从小养到上市还担心卖
不好，如今和莫裕军等人合作之后，村
民只负责养鸡，当鸡在橡胶林下养殖到
150天左右，就销售给他再养殖1个月
左右，经过填肥式饲养后，再销售出去，
接力养鸡村民和他的收入都增加了。

“接力养鸡最大的困难是资金。”
莫裕军说，每进3000只左右的鸡，需
要近20万元，如果有足够资金，那么会
赚到更多钱。在困难之际，定安县下
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有限公司及
时为其担保贷款8万元，解决了资金不
足的难题。

据了解，莫裕军养鸡已有 8年时
间，因他的鸡全部是散养鸡，鸡在橡胶
树、槟榔树下吃虫长大，不仅肉质好，口
感佳，每年除了在定安本地销售外，还
卖到三亚、万宁、琼海等地，不少客商与
其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去年，在莫裕军等“鸡中”的带动
下，石坡村20多户养鸡户养殖的鸡供
不应求，销往全省各地，靠销售鸡全村
就有200多万元收入。

定安县畜牧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今在定安陆续涌现出多位“鸡中”，通过
接力养鸡，村民接力赚钱，走出一条适
合市场经济的好路子。

海口观澜湖启动夏季
冰海水世界亲子项目

本报海口3月 29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口观澜湖今天启动了“冰海水世
界”夏季大型亲子游项目。该项目集五
大洲特色火山岩矿温泉、火山岩主题户
外泳池水上游戏设施、懒人河热带丛林
漂流为一体，为家庭出游享受亲情构建
户外精品乐园。

在海口观澜湖度假区，游客可以到
有古罗马建筑氛围的冲浪池里懒洋洋地
感受一波波浪花推你翻浪的惊喜；在火
山岩主题大泳池里驾着皮划艇感受撞上
模拟冰山或浮冰的冒险乐趣，爱玩的你，
还可模仿一段泰坦尼克号男女主角遭遇
沉船的凄美爱情剧；躺着气垫船开启懒
人河热带丛林漂流之旅，也许会像少年
派一样发现许多奇妙的事情；泡遍世界
五大洲矿温泉，环游全世界。

定安养殖户转型发展闯新路

接力养鸡助村民致富

海口美兰机场新增7条航线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邓海

宁）3月29日至10月24日，全国民航
执行新的夏秋季航班计划。记者今天
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也同
步启用夏秋季航班时刻表。此外，本季
美兰机场还将新增加8家航空公司、5
个通航点、7条航线。

据介绍，美兰机场于29日凌晨启
用夏秋季航班时刻表。今年夏秋航
季各航空公司航班数量继续增加，共
计划在美兰机场执行航班 66712 架
次，平均每周执行航班2224架次，同
比 2014 年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增长

17.92%。
据统计，今年夏秋航季共有29家

航空公司计划执飞海口，比去年夏秋航
季增加了北部湾航空、东海航空、成都
航空等8家航空公司；计划通航城市
66个，同比增加5个通航点，新通航张
家口、西双版纳、六盘水3个城市；共开
辟航线91条，比去年同期增加7条，新
开辟了海口-呼和浩特-海拉尔、海
口-合肥-太原、海口-郑州-张家口、
海口-北京南苑、海口-南京-哈尔滨、
海口-宁波-青岛、海口-桂林-郑州等
新航线。

南航新开多条国际区域航线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 楚洪雨）记者今年从南航海
南分公司获悉，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助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今日起至10月24日，南航将执行新的

“夏秋航班计划”，预计将在为期210天
的夏秋航季内执行2.8万班次进出海
南航班，平均每天提供进出港座位数
2.16万个，计划运载旅客400万余人
次，同比去年增加20%以上。

据介绍，南航今日又新开一条海南
始发国际航线：三亚-广州-大阪航线。

与此同时，南航还将通过加强枢纽

建设、新开国际区域航线等措施，使海
南始发至国际的通航点增加至67个，
例如：在东南亚、非洲航线，海南始发旅
客经广州枢纽中转至东南亚、非洲的通
航点由16个增加至26个；在中东以及
欧洲航线，海南始发旅客经广州、北京
枢纽中转至中东、中西亚以及欧洲的航
线达17条；在北美及澳新航线，海南始
发旅客经广州中转至北美及澳新的航
线达10条。

新航季，海南始发旅客搭乘南航航
班可通达全球 1052 个目的地，前往
177个国家和地区。

时 间：4月1日（星期三）上午9：00—11：
30

主 讲 人：张皖生（海关总署加工贸易
及保税监管司司长）

讲座主题：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加工
贸易、自贸区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与
旅游特区”系列讲座之二）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1
楼报告厅

讲坛办：海口市海府路49号老省委大院
第二办公楼省社科联三楼 305 室，电话：
65335787

下一场讲座主题：总部经济与海南崛
起，主讲人：张鹏（中国总部经济战略设计研
究院院长、教授），时间：4月11日（星期六）9：
00-11：30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国际旅游岛讲坛
4月1日讲座预告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见习记者 罗清锐
记者 张谯星）今天下午，“圆明重光”圆明园文化
展海南站正式结束。据了解，在十多天的时间里，
展览共吸引5万余市民参观。

据省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圆明重光”
圆明园文化展出期间，受到了海口市民的热烈欢
迎，每天都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不少中
小学校还专门组织学生前来参观，作为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题材。展出期间共吸引5万余市民参观。

圆明园文化展
吸引5万观众

我省免费救治新农合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林少川）省卫生计
生委和海口市卫生局近日在云龙镇开展了结核病
防治宣传活动。据了解，我省对全省新农合耐多
药肺结核患者开展免费救治。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海南不断增加结核病
防治经费投入，加强防治体系建设和全省结核病
实验室规范化建设，装备了实验设备，开展了痰培
养、药敏试验等新检测技术。

为了进一步减轻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的医疗负
担，2014年9月，我省出台《海南省提高农村居民耐
多药肺结核医疗保障水平实施方案》，完善农村居
民耐多药肺结核实行住院和门诊按病种定额收付
费的支付方式，提高保障水平。耐多药肺结核治疗
费用分为住院治疗费和门诊治疗费，实行按病种定
额收付费。新农合对救治对象的补偿比例提高为
定额费用标准的70%；民政部门对救治对象再予以
医疗救助，救助比例为定额费用标准的30%。

海南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