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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1月29日电（记者孙慧）
记者今天从澄迈县获悉，今天上午，位于
该县老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海口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扩建工程#3机组顺
利并网发电，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今年
起海口、澄迈两地生活垃圾可实现全部
无害化处理。

垃圾处理向来是世界难题，因排出
量大、成分复杂多样，给处理和利用带
来困难，如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就
会污染环境、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
源。目前，海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
处理量达2400吨/日，年垃圾处理量将
达80万吨，但随着社会发展，已经不能

够满足海口、澄迈等地区的生活垃圾焚
烧承载量。

2014年底，海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扩建工程正式开工。扩建工程总投资
51338万元，由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工程设计垃圾处理量
为 1200t/d（两条600 t/d炉排炉垃圾

焚烧线），全年处理量约为40万吨，配套
2台蒸发量为59.1 t/h的中温中压余热
锅炉、两套干法+半干法+旋转雾化器+
布袋除尘器的烟气净化处理系统、SN-
CR系统、2×12MW汽轮发电机组及相
应的公共系统、飞灰稳定化及固化处理
系统。

今天10点38分，海口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扩建工程#3机组顺利并网
发电，扩建工程项目正式进入试运行阶
段，目前#4机组也已经完成吹管工作，
计划将在3月底并网发电运行。投产后
可实现海口市、澄迈县生活垃圾的全部
无害化处理，彻底结束垃圾填埋。

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发电工程#3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海口澄迈生活垃圾将实现无害化处理

1月29日，三亚举行今年首次旅游客船弃船演习。以三亚旅游客船可能遭遇的最坏事故情况为假想，设置
救生筏布放、旅客逃生、海上救援等演习科目。实际检验三亚辖区海上应急力量的协调配合能力，提高辖区旅游
客船企业对应急事件的处置能力，提高海洋旅游安全保障能力。

图为在三亚市附近海域，“遇险”客船放下救生筏撤离船上乘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举行
旅游客船弃船演习

三三角梅角梅幸福美丽海口·聚焦首届 花展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罗孝
平）天气放晴，海口世纪公园今天更加
热闹。“全场买一送二”“厂家直销”“买
就送精美礼品”“扫码送红枣”等宣传语
随处可见。为了吸引顾客，2016第三
届海南年货展第二天，商家们各出促销
奇招，现场人气更加火爆。

展区内除了原汁原味的本地名优
特产 外，首次迎来外国玉商加入，引得
不少市民纷纷采购。来自缅甸的毛毛
角大叔就带着家乡的玉石、翡翠来到了
海南年货展上，他告诉记者，把这些玉
器首饰带来海口，就是为了让市民可以
享受“厂家直销”的待遇。“我们的商品

可以接受现场鉴定，如果购买者不放
心，还可以先取货到任何专业机构鉴定
后再付款，如果是假的，我们包赔！”

记者在展会现场观察发现，海鲜
干货、各色腊味、农产品等广受市民青
睐，俨然成为了年货展的爆款产品。

“我们卖的海鲜干，都是很新鲜的，
而且品种很多，小鲨鱼干、虾皮、小墨
鱼、小银鱼等等我们这里都有，鱿鱼干
卖得最好，短短几个小时，营业额就达
到5000块钱了，挺满意的。”临高渔家
小伙黄先生说道。

“猪脸、腊肠、腊鸭这些产品都卖的
非常好，这不猪脸都快断货了，我们正
在从其他地方调货呢……”参展商柏女
士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昨天一天销售
额就达到了5000多元，今天一早还来
了一位回头客，并且一下子订了1000
元的货物。明天又迎来首个双休日要
全力备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抽奖环
节依然是高潮迭起，很多市民表示冲着
邮轮大奖，这几天没事的话都会来年货
展逛逛试试运气。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许春
媚 实习生陈奕霖 通讯员钟礼元 郜
静）观赏肆意绽放的三角梅、观看大型
舞蹈《花为媒》和欢乐的群众文艺演出、
参加寓意美好的换花活动、夜晚还有观
澜湖新城精彩开业派对，……首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三角梅花展即将于2月1日
启幕，记者今天从组委会获悉，开幕当
天从早到晚各个相关部门和相关企业
准备了相当丰富的文娱互动活动，市民
和游客可以欢乐一整天。

首届三角梅花展将于2月1日上午
在海口世纪公园市民广场拉开序幕，届
时现场观众可以在开幕式上欣赏到组
委会精心准备的大型舞蹈演出《花为
媒》。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整台
舞蹈分为绽放、花城、相聚三个部分，演
员们将通过缤纷的舞姿向观众展现出

万紫千红的三角梅傲冬怒放，将海口早
春装点得生机勃勃的场面。

开幕当天下午，“三园合一”花展园
区将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演出和换花活
动。记者从海口市文体局有关负责人处
了解到，文艺演出以“花”为主题，既有与

“花”相关的歌曲，也有歌颂鲜花的舞蹈
节目，包括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桃花朵朵开》、《桃花谣》，舞蹈《花开吉
祥》等。此外，还有可以点燃现场观众的
热情桑巴舞。演员和歌手全都来自海南
本土，“这不是高雅的晚会，是一场接地
气的群众性活动，希望通过这场文艺演
出带动园区内的观众交换鲜花，并通过
群众性的演出和换花的方式与观赏花
展的群众进行互动交流，以象征美好的
鲜花表达对即将到来的新年的祝福。”
海口市文体局有关负责人还透露，同在

当天下午开展的花妆骑游活动也将与
文艺演出、换花活动相结合，“参加骑游
的车友在骑行的过程中将会向沿途的
市民游客赠送鲜花，寓意‘传递椰城
美’，到达演出区域时他们还会与演员
和观众交换鲜花，传达美好的祝愿。”

晚上，做为花展活动的参与方，观澜
湖集团将在海口观澜湖新城举办开业派
对。届时现场将会明星云集，杨千嬅、肥
妈玛利亚、Lady Gaga、韩国野兽组合
乐队、Hip Hop、DJ、韩国艺人裴涩琪
等都到场参与演出，与观众欢乐互动。

商家出促销奇招 现场人气很火爆

游客可赏花换花 观看文艺演出 参加精彩派对

花展开幕日将从早到晚欢乐不停

去年全省有23名司机
被终身禁驾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周平虎）今天，省交警总队发布2015年我省终
身禁驾名单，有23名司机在过去的一年内被交警
部门吊销驾照并终身禁驾。

据了解，在这23名司机中，有15名司机是因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并构成犯罪的，有8名司机
是因为饮酒后或者醉酒驾车发生重大事故构成犯
罪的。这意味着23人今后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重
新报考驾驶证，没有驾驶机动车资格，公安机关将
23人信息录入驾驶人管理黑名单，并实施动态监
管，一旦发现禁驾人员报名，系统会自动锁定。

“若被终身禁驾后仍开车上路，驾驶员一旦被
查处，将按照无证驾驶给予罚款和行政拘留15日
以内的处罚。”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驾驶人被处以终身禁驾处罚主
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的；二是饮酒后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的。终身禁驾是一项严厉的行政处罚。目前全
国已经实现交管信息联网，一经处罚后，驾驶人信
息被录入全国机动车驾驶员管理系统，被锁定为终
身禁驾的人员在全国都无法再考取驾驶证。

深圳一企业
向三沙捐赠空气制水机

本报永兴岛1月29日电（见习记者尤梦瑜）
今天上午，深圳市慈善会·甘露基金，深圳市甘露
公益基金会和深圳福能达空气与水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在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前向三沙市永兴岛管
理局等单位捐赠5台空气制水机和100个净水
壶，总价值6万余元。

净水壶是通过复合滤芯和超滤滤芯，将自来
水中的重金属和杂质进行过滤后供居民日常使用。

记者了解到，此次捐赠的5台空气制水机单
日可制饮用水210升。按每人每天需两升饮用水
估算，其单日制水量可供岛上约105人饮用。

深圳福能达空气与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空气制水技术源于中国航天技术。空气
制水机的研发对缓解饮用水压力、改善人们的饮
水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三沙市各岛礁淡水资源相
对紧缺，而这里优质的空气则能让空气制水机发
挥其用，这也是企业决定向三沙捐赠空气制水机
的重要原因。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邓海宁
通讯员 张摸金 范慧芳

“公正司法，帮扶弱小”8个大字，随
着锦旗在风中挥扬。

1月27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门口，昌江13名妇女簇拥着将这面
锦旗送给法官。

“感谢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维护了我们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
权益！”王某风用手理了一下被风吹乱
的头发，激动地说。她是一名外嫁女，
家住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小寨村。

究竟是什么案件，让这些外嫁女对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充满
感激之情？

2009年12月8日，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决定征用昌化镇小寨村集体土
地，并出台了《征收土地方案》。随后，昌
化镇小寨村第十三经济合作社召集村民
们，就被征收土地补偿款分配进行讨论。

“在我们村里生活的一些外嫁女和
她们的子女，也能得到补偿吗？”一些村
民抛出这个问题。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小寨村第十三
经济合作社对村民的分配资格、补偿金
额等作出了“内部规定”，按照每人2.6
万元标准，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征

地补偿款，但对王某风等13名在该村
落户的外嫁女及其子女却不予发放。

“我们在村里生活了多年，子女也已
落户，凭什么不给我们发放土地补偿款？”
王某风等人多次质问合作社，但仍然得不
到满意答复。于是，13名外嫁女联名将昌
化镇小寨村第十三经济合作社告上法院。

然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
诉讼请求。这群外表纤弱的外嫁女上
诉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维
护其合法权益。

受理此案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组成合议庭，并派人深入昌江走访
调查。法官们了解到，小寨村第十三经

济合作社对 2009 年 12 月 8 日之后、
2015年2月之前出生并在该村落户的
其他村民子女，以及新嫁入本村的媳妇
40多人，均发放了征地补偿款。唯有同
等条件下的王某风等13名外嫁女及其
子女，迟迟没有领取到补偿款。

“对外嫁女及其子女区别对待，明显
存在歧视，也侵害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合法权益，且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
益的原则相悖。”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有关法官指出。经审理，该法院遂依
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该合作社支付王
某风等13名外嫁女及其子女每人2.6万
元征地补偿款。（本报那大1月29日电）

昌江小寨村外嫁女迟迟未能领征地补偿款，经省二中院终审判决

13名外嫁女抱团维权终胜诉

屯昌文联等单位
写春联送农民

本报屯城1月29日电（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邝小霞）春节即将来临，为营
造文化氛围，屯昌县文联联合县书法协
会昨天前往南坤镇、乌坡镇等开展书写
春联活动，为当地群众送上特别的节日
礼物，两日送出春联近3000幅。

据了解，本次送春联活动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围绕“百姓
好活法”这一主题，创作一批传统美德春
联，结合春节文化联欢等活动，把春联发
放到群众手中，把文化送达百姓家门口。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送春联下乡
既是迎春节的节日所需，也是大力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时机。

省公安厅加大打击
侵财犯罪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樊磊 陈炜森）昨天下午，省公
安厅召开全省公安刑侦部门打击多发性
侵财犯罪串并案工作会议，要求对全省
具有跨区域串并条件的案件，部署开展
全省性的串并破案工作，加大对侵财犯
罪的打击力度。

当前，我省三亚天涯籍人员盗窃机
动车及耕牛，儋州籍人员电信诈骗，儋州
籍怀孕妇女商场盗窃，临高、儋州籍人员
盗窃机动车、车内财物等具有明显地域
性职业犯罪特征，是我省系列侵财案件
的高发区。输出地公安机关要主动开展
打击整治行动，从人到案开展侦查经营，
争取抓获幕后头子、教唆犯，从源头上遏
制犯罪的发生。

我省免费中职师范生
回琼考试选岗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 讯 员 刘 云 楼）今天上午，我省
2016届32名免费中职师范生参加了省
里统一组织的免费中职师范毕业生公
开招聘考试，并和省内17所中职学校
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进行“双向选择”
教师岗位。

据介绍，省政府自2010年开始委托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每年培养定向免
费中职师范生，今年是第三届毕业生正
式毕业。免费中职师范生通过高考的报
考、录取程序进行，学生在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期间免除学费，免收技能培养
费、免收住宿费，适当补助生活费。省政
府承担学生在学校4年修读期间的上述
费用，标准为每生每年1万元。

据了解，免费中职师范毕业生按照
考试综合成绩排名由高到低，依次由免
费中职师范生按所学专业在对应学校提
供的专业岗位中进行选择，不能进行跨
专业选择岗位。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负
责人介绍，省内17所中职学校提供了
42个教师岗位，涵盖了32名应考学生
涉及的专业。

“鹿回头至天涯海角”
旅游专线开通

本报三亚1月28日电（记者黄媛
艳）为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出行需求，改善
鹿回头风景区至天涯海角景区的游客出
行环境，今天，天涯海角游览区与鹿回头
风景区携手打造的“鹿回头风景区至天
涯海角景区”旅游公交专线开始正式运
营，每隔15-20分钟发班一次。

此次旅游专线新购10辆豪华型旅
游大巴车用于专线运营，致力为广大乘
客提供最舒适的乘车环境，专线大巴车
身经精心涂装热情似火的凤凰花图案，
将成为三亚城市内一道流动的靓丽风
景线。

“鹿回头风景区至天涯海角”旅游
公交专线途经鹿回头风景区鹿岭路、榆
亚路、凤凰路、育新路、火车站、育新路、
绕城高速、天涯海角等地。为方便市民
和游客，该专线将途经以下站点，即鹿
回头风景区、鹿回头广场、丹州小区、火
车站、天涯海角。旅游专线将从早上7
时运营至晚上7时，每隔15-20分钟发
班一次。

省食药监局立案查处
两食品不合格企业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贺澜起 张远前）近期，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在专项
抽检中，检出文昌锦山光亨食品生产的张雄牛肉
干（香辣味）防腐剂山梨酸超标、海南皓翔实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椰子片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海南
省食药监管局获知情况后，立即对二企业进行立
案调查。

经初步调查，省食药监局查明了两家企业不
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和原因，责令两家企业立即
整改、召回问题批次食品。目前，企业已召回了部
分产品，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造成文昌锦山光亨食品生产的张雄牛肉干
（香辣味）防腐剂山梨酸超标的原因是该公司新换
了一个配料操作工，该操作工原是加工腊肠的，他
按腊肠使用防腐剂的标准进行添加，导致超标。
该批次牛肉干共生产100包，主要销售给海口龙
华源春盛商行及当地的超市，至今已召回20包。

海南皓翔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椰子片二氧化
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是半成品原料导致的，该公
司从文昌市东中椰品厂（已被食药监管部门查处）
购买半成品原料后直接装包销售给海口龙华源春
盛商行。

海口要把永兴镇
建成体育休闲小镇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单憬岗）我省的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海南“十三五”期
间将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产业；完善公共文化体
育基础设施。

“我们的五块标准足球场地已经基本成型，正
在加紧建设运动员宿舍等配套设施。”海口市文体
局负责人表示，针对我省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中国
足球（南方）训练基地的布局建设，目前该项目已
列入海口市“十三五”规划，规划占地面积34.52
万平方米，项目配套用地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
规划建设20片标准足球场及辅助训练设施，“到
今年上半年将建成25块标准足球场，这些都将向
全体市民游客开放。”

据了解，海口将把永兴镇建成以体育场馆、体
育休闲、全民健身、户外体育、体育旅游为一体的
体育产业小镇；引进越野马拉松、迷你马拉松、自
行车骑行、野外拓展、户外徒步、蹦极垂钓等体育
休闲项目；将举办足球、篮球、网球、排球等大型体
育比赛。

我省公布“515人才工程”
第一、二层次人选名单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洪宝光）近日，
省人社厅、农业厅、财政厅、教育厅等多个部门联
合公布2015年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一、二层
次入选人选名单，海南大学的王凤阳等10人入选
第一层次人选名单；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包珊、三亚
市林旺中学的韦和平等20人入选第二层次人选
名单。

椰城市民、游客在首届国际旅游岛三角梅花展现场散步、拍照。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