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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陈彬 胡续发）本报
大型系列报道《追寻逝去的风云》，明天将带您走进定
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一片神奇的红色热土，
在琼崖革命的危急关头，它两次保存革命的火种，堪称
琼崖革命的摇篮。

1928年3月，广东国民党蔡廷锴师和谭启秀独立
团对琼崖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是年冬，琼苏领导
人王文明率领红军及革命群众共600余人，向定安母
瑞山转移，开辟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保存了琼崖革命的
火种。1932年8月，国民党对琼崖苏区展开了第二次

“围剿”。直到1933年4月，在琼崖革命最为艰苦的8
个多月里，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红军队伍辗转母
瑞山，创造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奇迹，第二次保
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

200多个日日夜夜，当死神肆虐，100多人的队伍
仅剩下25人时，人的意志面对的是怎样的磨砺和考
验？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让革命战士们完成了不可
能的任务？那段艰难时光，有哪些故事值得我们铭记
讴歌？本报记者带您走进母瑞山，重温那段惊心动魄、
荡气回肠的往事。 (相关报道见A03版)

重访琼崖革命的摇篮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 （记者陈
怡 通讯员高帅）“海南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会不断提升，并积
极运用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记者从今天召
开的海南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PPP
模式研讨会获悉的。

此次研讨会由省工信厅主办，中
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协办，邀请北京岳

大咨询公司、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
海南省财政厅、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
融部等机构的专家授课，针对海南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讲解PPP
模式在运用中的方案设计、政策指
引、法律适用、金融支持等方面的问
题，分析借鉴国内相关案例，探讨政
府、园区、银行如何运用PPP模式推
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共同寻找项目

合作点。
省工信厅副厅长陈万馨表示，产

业园区是我省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平
台，推广运用PPP模式也是我省今年
的重点改革工作之一。在当前我省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加大园区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提升园区项
目承载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运
用PPP模式有效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

道，加快推进园区基础设施PPP建设
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海南中行将在总行的专业指导和
政策支持下，积极运用以往的成功经
验，与各园区管委会一起，寻找PPP模
式的合作项目，为项目策划提供专业
意见，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
支持，实现与园区发展共赢的目标，更
好地服务于旅游特区建设。

海南产业园区基建融资将引入民资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邓海
宁）记者从海峡股份获悉，为满足西沙旅
游航线高端市场的需求，该公司投资1.5
亿元人民币购建的一艘邮轮现已正式交
船，经过适应性改造后，预计在今年国庆
前后投入运营使用。

据介绍，海峡股份于2013年4月28
日开启西沙旅游航线，实现了海洋旅游
业务的突破，是全国唯一经营西沙海洋
生态旅游航线的企业。2014年西沙航
线共经营34个航次，实现收入2700余
万元。目前经营西沙旅游航线的是“椰
香公主”轮，可搭乘旅客228人，每月发
班4-6次。

新购建的邮轮总长129.9米，型宽
20.4米，型深6.8米，乘客定额1042人，
载货量1552吨。适应性改造后，该邮轮
将拥有客位超过600个，其中包括豪华
商务套房4间、家庭套房8间、豪华双人
间42间、海景4人间42间，中西式餐厅
3个，会议室、休闲饮吧、阳光甲板、超市
等休闲娱乐场所。

西沙旅游航线
将新增一邮轮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王
希）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3月份国内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总体趋稳、销售量回升明
显，同比房价继续下降。

统计显示，3月份70个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50个，比上月减少16个，持平和上涨
的城市分别有8个和12个，分别比上
月增加6个和10个；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下降的城市有48个，比上月减少13

个，持平和上涨的城市分别有10个和
12个，分别比上月增加6个和7个。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解读数据时表示，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综
合平均，分别由上月下降0.1％和持平
转为本月上涨0.2％和0.3％。

销售量回升明显。3月份，70个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为21.7
万套，比2月份增加65.9％，接近去年
同期水平。刘建伟认为，随着3月底

楼市新政影响逐步显现，预计未来销
售量可能继续回稳。

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3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仍呈下降状
态。数据显示，当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全部下降，其中最
大降幅为11.2％，最小降幅为0.4％；
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仅深圳1个城市上
涨，涨幅为0.4％，其余全部下降。刘建
伟表示，随着环比房价由降转升，同比房
价初步预计降幅将收窄，并逐渐企稳。

70城市3月楼市环比销量回升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50个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赵晓辉 陶俊
洁）针对四机构支持融券业务通知所引发的市场担忧，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8日回应称，通知的目的
是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平衡发展，不是所谓的鼓励卖空，
更非打压股市。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关于
促进融券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市场担心：该通
知是否是鼓励卖空，打压股市？

对此，邓舸说，这是误解误读。融券交易是境外市
场普遍采用的一种成熟的交易机制，它具有减缓市场
波动、发现市场价格、对冲市场风险等作用。

证监会2006年制定并于2011年修订的《证券公
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就规范和发展融资融券业
务提出了要求。近年来融资业务快速发展，而融券业
务发展缓慢。2014年新“国九条”明确提出，要健全市
场稳定机制，完善市场交易机制，丰富市场风险管理工
具。

邓舸说，4月17日，证券业协会等四家自律组织
联合发布《关于促进融券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是落实新“国九条”要求的举措，目的是促进融资融券
业务平衡发展，健全市场交易机制，维护市场稳定健康
发展，不是所谓的鼓励卖空，更非打压股市，请正确理
解，不要误判误信。

证监会回应融券新政策：

不是鼓励卖空
更非打压股市

本报海口 4月 18 日讯（记者刘
贡）2013年 6月，环保部确定海口为
第二批开展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
试点城市，这对海口全面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4月17日上午，《海口市环境
总体规划（2013-2030年）大纲》顺利
通过专家论证。

《大纲》从维护人居环境健康角度
出发，依据海口不同地区在生态环境
结构、状态和功能上的差异，充分与主

体功能区的划分相衔接，划分为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农业发展区、生态城
镇建设区三个区。其中重点生态功能
区包括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等，生态
农业发展区包括中西部农业发展区
等，生态城镇建设区包括人口集聚区、

产业集聚区等，是区域城市化和产业
发展的核心区域。

编制《海口市环境 总体规划
（2013-2030年）》，以自然环境、资源
条件为基础，统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优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

局，对保障海口城市环境安全、维护生
态系统健康、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促进
城市建设与环境协调发展、提高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有积极意义。

《大纲》通过专家论证后，海口将
认真采纳论证会意见，编制《海口市环
境总体规划》文本，对城市发展和空间
布局提出引导性要求，从环境角度明
确禁止开发区域，守住开发的底线，为
海口建设四宜三养最精最美省会城市
夯实基础。

海口环境总体规划大纲通过专家论证

划分区域功能 守住开发底线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张谯
星 易建阳 通讯员徐环峰）记者今天
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纪委日前出台《保亭县纪检监察
干部行为规范（试行）》，详细规定了27
个“不准”。

记者了解到，《规范》涵盖理想信
念、忠实履职、群众路线、执纪监督、行
为道德、严守纪律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在遵守《廉政准则》和中央纪委、监
察部提出“四个不准”的基础上，针对保
亭纪检监察干部的特点，该《规范》明确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带头坚决反对“四
风”，模范遵守廉政准则，提出了“不准
对没有证据支持、未经核清事实或超越
本人职责范围的事项发表意见；不准擅
自离岗脱岗或在办公场所从事与公务
无关的事项；不准对群众合理诉求、合
法利益不闻不问、推诿扯皮、冷漠以对；
不准跑风漏气、泄露工作中的秘密；不
准以任何理由扣押、搁置、拖延线索，不
准擅自处理线索，不准丢失、隐匿、瞒
报、损坏线索；不准到营业性歌厅、舞
厅、夜总会等公共娱乐场所娱乐；不准
在任何场合酗酒”等27个“不准”，以此
规范纪检监察干部行为。

保亭为纪监干部
划27条“红线”

4月18日，许多市民游客在海口火山泉休闲农庄感受乡村美景、享受休闲垂钓的乐趣。
据悉，海口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目前已推出3条成熟的乡村生态游线路，分别是火山休闲徒步游、乡村农家乐游、

渔家乐生态游。依托乡村生态旅游的开发，海口周边的农家乐已渐成规模，吸引着大量游客们慕名而来。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等

生态农业发展区：包括中西部农业发展区等

生态城镇建设区：包括人口集聚区、产业集聚区等

划分3个区 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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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南虹
实习生 林川 周清 通讯员 田婉莹

如果热区的土地会说话，它们会争
着讲述橡胶专家林位夫的故事；如果垦
区的河流会拍照，流动的河水里应有林
位夫瘦削忙碌的影像；如果美万新村的
胶林会张开双臂，它们一定会深情地拥
抱林位夫。

“林教授生活低调朴实，工作兢兢
业业，他轻名利，重研究，扎根热区农
业，坚持生产一线，科研成果多为解决
农业生产实践中的难题服务。”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院长王庆煌评价林位夫，

“浑身泥土味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才是农
民需要的专家。”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巧解坡地种胶水土流失问题

今年春节过后，记者走进儋州市和
庆镇美万新村，这个全省有名的文明生
态村胶林环绕，农民在自家小院里或休
闲或忙着家务活。

“林位夫啊？认识！他是热科院橡
胶所的专家，从1980年代末就到美万新
村来教我们种胶割胶了。”向村民打听林

位夫，年纪稍大一点的村民都认识他，还
能说出关于林位夫的一两个小故事。

20多年前，美万新村很穷。“美万
新村原来叫五四林场，1991年更名为
美万新村。”美万新村71岁的吕朝进回
忆，最穷的时候，他曾赶着牛车去拉茅
草回来盖房子。如今，美万新村村民住
的都是前后有庭院的小楼。

吕朝进说，当年美万新村想开荒种
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热科院橡胶
所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帮扶，并
派出专家驻村指导，其中就有林位夫。

“我与小林打交道20多年，村民也
都习惯叫他小林。”吕朝进记得，1987
年，林位夫到美万新村教村民橡胶栽培
技术时，才20多岁。“他就住在村里，每
天和村民一起劳动。”

村民杨富传和林位夫年龄相仿。
“我那时是村种胶割胶的辅导员，全村
人都不知道怎么种橡胶，更不懂科学管
理。”

林位夫来得正及时，两个年轻人常
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培训村民橡胶栽培
技术。“他首先帮我们更换了橡胶品种，
全村统一更换7-33-97优良橡胶种
植；又提出果胶套种，以短养长，我们一
起去澄迈找红江橙种苗，去海口找荔

枝、黄皮种苗。胶林套种热带水果，解
决了美万新村橡胶苗种下后青黄不接
的大难题。”

让杨富传惊喜的是，林位夫虽然年
轻，但善于观察和动脑筋。美万新村坡
地多，开荒种胶后水土流失严重。“一下
雨，胶园就被雨水冲刷出道道深沟，河
水黄得像泥浆。”

看到这种情况，林位夫提出种植香
根草防治水土流失，对于坡度较陡的橡
胶园，就在两行橡胶树间筑一个小平
台，将其梯田化。

“这只是栽培技术上的一个小改
变，却解决了水土流失的大问题。”杨富
传说，如今，美万新村共种植橡胶6000
多亩，不用再担心水土流失。

如今，这一技术已在热带植胶区得
到推广应用。 下转A04版▶

用科技将种胶“傻瓜化”，憾失奖项却无怨无悔；为推广农技长期加班，致全身
免疫系统破坏却坚守一线……他是中国热科院研究员林位夫——

根扎热土 此林生芳

林位夫在向外国农科人员讲授橡胶组培苗种植、管理技术。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橡胶专家林位夫数十年来，满腔
热忱地扎根热区农业，积劳成疾却依
然坚守生产一线，运用科研成果解决
农业生产实践中的一个个难题，帮助
村民脱贫致富，这体现了一位科研工
作者忘我的敬业奉献精神，更彰显了
一位专家赤诚为民的无私大爱。

林位夫重研究、轻名利，和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积极研发易学、易用、易
于推广的实用农业技术，其目的就是为
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这是一个科
技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面貌和价值体现。

正因为林位夫对这片土地的一
腔热血和对人民的满腔热忱，他才能
急民急、解民难，才能为广大农民所
信任、所爱戴、所敬仰！

赤诚为民才能为民所敬短 评

林位夫部分荣誉
2001年，全国科技扶贫先进个人
2003年，科技年活动先进个人
2005年，农业职能开发先进个人
2007年，中国侨联科技创新人才奖
2009年，全国野外科技先进工作个人

乡村游方兴未艾
农家乐风生水起

一套组合拳，
打下扶贫攻坚战

萨达姆政权
“二把手”疑毙命

八所港海域渔船遇险沉没

11名船员成功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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