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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张中
宝）今天记者收到一个喜讯，对于喜欢
西部旅游的人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就是在“2015中国西部（兰州）休闲
博览会”（以下简称兰博会）海南旅游地
产精品馆，海口市中国旅行社将与甘肃
省中旅进行“一带一路，跨省联动”琼甘

旅游营销联盟暨合作协议签订仪式，这
将意味着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搭建两
地旅游企业合作平台，在这里将两地旅
游互为推介，并向甘肃当地游客推介海
南旅游地产项目。

7月17日至20日，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将在“2015中国西部（兰州）休闲博览

会”开辟“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将组织
海南旅游地产项目进行推介和展销，这
是海南楼盘岛外推销的大好时机。

“一带一路”为海南带来新机遇，而
此次海口市中国旅行社携手甘肃省中
旅建立并启动琼甘旅游营销联盟，双方
将两地的旅游资源、旅游文化进行相互
推介和交流。海口市中国旅行社执行
董事姚松波说，海南和甘肃两地都有自
己各自的旅游资源和优势，通过合作，
把海南好的旅游资源推介到甘肃，并且
互相组团到两地旅游。

目前，海口市中国旅行社正在筹备
甘肃旅游首发团，在“2015中国西部（兰

州）休闲博览会”举办同时进行发团。“线
路和产品的一系列准备正在紧锣密鼓进
行中，此次组织的都是中高端旅游团，去
甘肃进行深度体验游，包括甘肃风俗、文
化等，人数上进行一定量的限制，确保服
务品质。”姚松波介绍。

他说，“此次合作签约仪式得到了甘
肃当地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大力
支持，将借助兰博会开幕，并以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搭建的‘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
作为平台，我们对两地旅游营销充满信
心，期间也将参与‘海南旅游地产精品
馆’的旅游地产项目向两地的游客进行
推介，实现旅游和地产更紧密的融合。”

与地产同行 去兰州旅游

2004年4月，我从作战部队交流
到了预备役师，被分配到了预备役某
团，任三营九连连长。九连的主要编
兵单位是南方农场。南方农场位于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处偏僻，更让我
不安的是，当时九连面临的形势也不
容乐观——连队已有多年未被上级评
为先进。

来到陌生的工作岗位，能不能当
好这个连长，当时我心里其实一点底
也没有。但让我感动的是，那是我第
一次下连，连队指导员、时任南方农场
综治办主任的陈金海一见面，就紧紧
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们连队偏
僻，条件差些，但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工
作，一起努力把连队建设搞上去。”一
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也增强了
我的信心。

预备役连队的工作与作战连队有
天壤之别。作战连队人员集中，有任务
一声令下，部队闻令而动不成问题，而
预备役连队的官兵平时都在乡镇、企
业、党政机关，有些还跨省外出务工，协
调、管理和教育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
知。九连的编兵范围主要集中在白马
岭一线的南方农场、岭头茶场、中平镇
和县管新市农场，方圆数十公里。记得
第一次下连，一天下来，也没走访几名
官兵，交通、吃饭和睡觉都成问题，尤其
是出行基本要靠两个轮子。庆幸的是，
九连的官兵对我这个新连长给予了热
情的帮助和配合，细微之处令人百感交
集，我每走访一名官兵，就会有人负责
将我送到下一名官兵家里。

有一天，我到原岭头茶场走访，临
近傍晚时接到团里通知，要求我立即

赶回团部。事出突然，我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手足无措。茶场的班迅和
林道宏两名同志沿着崎岖的山路，连
夜骑车把我安全地送回到连部所在地
南方农场。

在九连官兵的帮助下，半个月来，
我深入农场走访了每一名官兵，在官
兵家中、胶林深处，与他们促膝长谈，
很快便与他们打得火热。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深深感到，不
仅九连的官兵对部队建设满腔热情，
南方农场党委领导对预备役工作也有
良好的传统。农场每年领导干部述
职，都要将预备役工作纳入述职内容，
有多名优秀预备役官兵被提拔。我暗
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不负众望，将九连
建设成为全团仍至全师的先进连队。

当年7月，预备役师组织我连所在
团举行越海机动演习，连队干部骨干坚
决服从命令，分头深入官兵家中走访动
员，全连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准时
集结完毕，是全团成建制集结速度最快
的连队。半个月的越海机动演练，全连

官兵发扬团结一致、甘于吃苦、敢于争
先的集体精神，表现高度的行动自觉。
尤其是炊事班的韦振忠、孙健等几名预
任战士，任劳任怨搞保障，竭尽全力做
服务，全程安全无事故，完成任务出色，
受到了师党委的通报表彰。

后来，在团党委和农场党委的支
持下，我充分征求官兵意见后，主持连
队支委会制定出了连队正规化建设方
案、训练考核计划、管理教育规定，连
队建设逐渐步入正规化轨道。当年
底，九连就被师党委表彰为“兴垦强
军”先进连队，连队全面建设迈入师先
进单位的行列。

2007年，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九
连。离任时，我虽然没有回到官兵中去
与他们一一话别，但心里始终充满了留
恋。我庆幸自己在九连的任职经历，正
是这一经历，使我迈开了预备役工作的
第一步，积累了预备役工作的第一桶
金。多年过去，九连往事时常萦绕心
头。我坚信，新一代九连官兵，在强军
目标引领下，一定能创造新的辉煌。

九连三年，我积累了预备役工作第一桶金
预备役师某步兵团后装处处长 周传兵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梁振
君 实习生俞嘉恒）我省甘蔗主产区琼
西地区的昌江、东方、儋州、白沙等地
正遭受史上罕见的旱灾威胁，大量成
片的甘蔗开始枯萎死亡。受旱灾等多
重因素影响，海南省2015/16年榨季
甘蔗种植面积预计不足60万亩，比刚
刚结束的 2014/15 年榨季再减 15 万

亩以上，减幅逾20%。
“在昌江，到处可以看到成片的甘

蔗开始枯萎死亡，就连地里的小草也
干渴而死，由于干旱，这个蔗区目前尚
有上百吨的蔗苗无法种植。”省糖业协
会秘书长李京说。据李京介绍，在儋
州，虽然5月份当地有30毫米的降雨
量，但分布极不均匀，甘蔗普遍表现为

生长停滞，4月份种植的甘蔗至今仍未
分蘖、拔节。春江蔗区因干旱无法施
肥管理，其化肥使用量只有上年的一
成左右。

受灾地区各市县政府正组织有关
人员开展人工降雨，但昌江、儋州、东方
等地仍未看到显著效果。在严重的旱
情面前，广大蔗农几乎束手无策。

遭遇罕见旱灾 大量甘蔗枯死

全省甘蔗种植面积锐减两成

关注旱情

本报文城6月16日电（记者蔡倩）今天记者从
文昌市纪委获悉，文昌市纪委聚焦主业主责，坚持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抽调人
员，集中精力，严肃查处一批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
件。据统计，截至5月底，共受理和查处党员干部违
纪违法案件31宗41人，结案21件33人，其中党纪
处分31人，政纪处分16人，移送司法机关4人。

今年严肃查处一批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贪污
受贿的案件，重点查处了文昌市人民法院原党组
成员、政工室主任韩某某受贿案、文昌市海洋与渔
业局原副局长黄某某受贿案、文昌市开发建设总
公司原副总经理兼法人代表陈某某贪污案、文昌
市翁田镇玉竹村党支部书记林某某受贿案、文昌
市公安局看守所干警符某某受贿案等案件。

文昌查处一批领导干部
滥用权力贪污受贿案件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黄玉婷 王健）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口
市龙华区纪委日前对龙华区大同街道工委副书
记、纪工委书记、综治办主任林师训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2013年4月至2014年8月，林师训在
分管龙华区城管大同中队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通过充值油卡、虚报油料费等方式贪污公款。
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龙华区纪委监察局研究决
定，给予林师训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处分。

海口一街道干部
贪污公款被处分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张谯星）海南廉
政网今天发布消息，万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
建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李达民涉嫌违纪，万宁市供
销合作社原主任叶竞雄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分
别接受组织调查。

万宁市2干部
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刘明炽）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纪委监察局日前对该县建设工程交易中
心原主任王宜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王宜在担任保亭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主任期间，该中心在某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自
行增加审查内容，并向投标企业透露获取招标文
件潜在招标人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
标法》；该中心存在财务管理混乱、节假日发放补
贴等问题。王宜对此负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已
构成违纪。

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保亭县监
察局局长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王宜（非中共党员）
行政撤职处分。

保亭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原主任王宜被撤职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刘贡）
6月 15日，环境保护部向媒体发布了
2015年5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
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海口市名列全
国第一。

据海口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5月
份，海口市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一流
水平，空气质量优秀率为100%，环境质
量也优于今年4月份。

根据环境监测结果，5月份每天空
气质量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一级标准。全市二氧
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
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平均
浓 度 分 别 为 4μg/m3、15μg/m3、
31μg/m3和14μg/m3，一氧化碳（CO）
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是0.6 mg/ m3，
臭氧（O3）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是66μg/m3。

2015年1月-5月，海口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为 98.6%，优于去年同期的
96%。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市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
（PM10）、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
（O3）的均值分别下降 16.7%、18.8%、
2.2%、3.7%、6.9%，一氧化碳（CO）的均
值持平。1-5月总体环境空气质量优于
去年同期。

海口5月份
空气质量再拿第一

6月15日，海南省图书馆省古
籍保护中心内，工作人员黄永锋正
在修复受损的古籍书页。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海南省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联合
海南省各古籍收藏单位，按照“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方针，积极组织省内各古籍收
藏单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古籍普查
工作。

该馆还通过网站、讲座、展览、
发布公告、媒体报道等形式加强对
古籍保护宣传，营造了古籍保护氛
围，开展了多载体、多形式的读者
活动。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修复古籍

本报椰林6月16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思国）久不降水，陵水黎族
自治县旱情严峻，连日来，陵水紧急动
员，投入近250万元，解决人民群众喝
水难以及生产用水困难，确保大旱之年
生产、生活损失减轻到最低。

据统计，上半年1至5月陵水全县
总降雨量仅为108.5毫米，比去年同期
减少72.3毫米，同比减少60%。由于平
均气温比往年同期偏高1.4℃，降雨量
稀少，蒸发量大，截至6月9日全县33
宗水库蓄水总量仅剩3047万立方米，
占全县水库总库容的14.3%，与去年同
比减少8.9%，比往年同期减少8.1%。

由于全县水库蓄水量减少，陵水

11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目前
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3.06万亩。

面对当前旱情，陵水县领导干部深
入乡镇一线，加强对抗旱工作进行组织
和指挥。目前全县各乡镇已经投入抗
旱人力 1.4 万人次，投入抗旱资金
247.3万元。其中，新建和扩大加深蓄
水池33宗，拦水坝17宗，这些水利工
程项目对当前抗旱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陵水水务部门有关负责人说，高线
采取用水进行统一调度，统一布置、按
照流量用水，先解决人畜饮水，再解决
农田用水。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科学调
度和配置水资源，根据“先用河溪水、
后用水库水”的原则，开展抗旱。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王浪
实习生俞嘉恒）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紧
张准备，大广坝二期工程指挥部全体人
员与灌区管理局一同完成整个昌江干
渠系统的检查、整改、验收和移交工作，
并于5月28日正式放水运行，这是继4
月16日中干渠移交正式放水后又一个
灌溉系统完成移交放水工作。至此，大
广坝水利水电二期（灌区）工程五个灌
溉系统除陀兴系统乐东段外，其余渠道

已全部通水运行。
今年入春以来，东方、昌江等地

区持续高温干旱，水库、塘坝、河流蒸
发加剧，蓄水严重不足，部分乡镇出
现严重干旱，大量农作物受灾，旱情
十分严峻。

据昌江黎族自治县水务局统计，仅
昌江因旱受灾人口就达数万人，全县有
13个自然村面临人畜饮水困难，全县农
作物受灾面积6.5万亩，成灾面积3.5万
亩。东方市感城、新龙、板桥等乡镇也
同样面临严重干旱影响，水稻等农作物
受灾面临绝收危险。本次昌江干渠、中
干渠系统及时完成移交并放水，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当地旱情。

本报三亚6月16日电（记者黄媛艳）今天上
午10时35分，胜安航空MI8334航班降落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上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李
鹏程 摄)，标志着“三亚—新加坡”航线首航成
功。159名游客搭乘该航班，在迷人的夏日到访
鹿城，畅享“三亚假期”。

一直以来，新加坡是三亚重要客源市场，鹿城
的休闲度假、会奖旅游等产品深受新加坡游客的
喜爱。2004至2014年的10年间，共有9.48万人
次的新加坡游客到访三亚，占三亚亚洲游客的
10.4%。此次开通的“三亚—新加坡”航线，每周
两个航班，将为三亚和新加坡的旅游交流搭建起
一条空中纽带，促进两地旅游产业的合作共赢。

此次首航特别邀请了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的媒体组成考察团。在5天4晚的行程中，两地
媒体将实地了解三亚、琼海、万宁、海口等地的特
色旅游资源。

三亚—新加坡
航线昨首航

本报临城6月16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日前，临高多文
空心菜进入中国（广州）国际食品食材
展览会参展，吸引了众多的采购者和
媒体的关注，成为海南馆最受关注的
农产品之一。

多文空心菜又称总统菜。总统菜这
个名字得名于1972年。当年美国总统
尼克松访华，我国专门从海口空运此菜
到北京招待他，多文空心菜因此得名。
据悉，多文空心菜主要生长在天然泉水
中，其杆长叶少，生放3至4天仍保持鲜
绿，炒着吃鲜嫩可口。

此次中国（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
会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20个国家和地
区的企业参展，国内16个省市的主题组
团，1200家参展商，近28000款食品食
材亮相羊城，为历届之最。其中，多文头
神空心菜由海南省农业厅推荐参展，是
海南展馆中唯一的生鲜蔬菜。

展会上，临高多文头神空心菜备受
关注。截至目前，已有23家经销商进入
洽谈合作细节阶段。

临高空心菜
广州参展引关注

“兴垦强军·我与预备役部队”
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 海南省农垦总局 海南日报社联合举办

主题征文

推广
食材

⬅ 6月11日，琼海市嘉积镇受旱
的稻田裂缝可容成人的手掌插入。

新华社发（蒙钟德 摄）

海南省2015/16年榨季

甘蔗种植面积预计不足60万亩

比刚刚结束的2014/15年榨季再减15万亩以上

减幅逾20%
制图/杨薇

13个自然村饮水困难
大广坝二期昌江干渠放水

11个乡镇出现旱情
投入近250万元抗旱

陵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