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客车

与其他国内城市比较:
1.海口市电动自行车出行比重偏高
2.公交出行比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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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周晓梦）体型较
小、尾较短且圆、羽毛呈棕褐色……这是中华大草
莺的特征。据悉，19世纪末中华大草莺在海南五
指山及黎母山被发现，如今已过去110多年，海南
再无这种鸟类的相关记录。近日，华南大草莺调
查计划海南地区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此次调查
计划目的即是通过野外调查，掌握中华大草莺在
华南地区的分布状况。

在海南地区的中华大草莺调查行动将在4月
份进行，由嘉道理中国保育和海南观鸟会的鸟类
专家和观鸟爱好者组成的调查团队，将在全省多
个区域寻找中华大草莺目标生境，并将根据调查
地点的实际情况，采用样线或样点法进行寻找调
查。由于中华大草莺在华南地区的记录屈指可
数，所以此次调查成果将有利于更新并整理中华
大草莺在华南的分布及繁殖状况，收集中华大草
莺及其栖息地的受威胁情况，为更新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提供依据。

据了解，2010年，鸟类学者Paul Leader及
其团队重新对比并分析了大草莺的所有亚种，最
终提出在华南地区与印度次大陆出现的大草莺实
属两个不同的种类，分布于华南地区的大草莺被
重新提升为一个独立的物种：中华大草莺。由于
该鸟类原先的受威胁等级为“近危”，所以新独立
出来的中华大草莺的受威胁等级可能更高。

寻找中华大草莺
野外调查将在4月份进行

本报保城3月28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
潘达强）昨日，受省旅游委邀请，参加博鳌亚洲论
坛2016年年会新闻报道的“境外媒体看海南旅
游”记者考察团一行19人，专程赶赴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旨在通过深入采访考察，挖掘海
南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行走在郁郁葱葱的雨林美景中，考察团一行
先后参观了景区无纺馆、麻纺馆等四大主题展馆，
用刚刚学会的黎语和当地黎族居民互致问候。

景区的老阿婆们又一次成为焦点，无论是她们
身上书写着历史的绣面文身，还是她们手中传承着
记忆的踞腰织机，都深深吸引着记者们的目光。不
少媒体朋友围聚在老人身边，仔细观看黎锦的纹路
和图案，为黎族阿婆精湛的手工技艺所折服。

在百年甘什黎村，台湾TVBS电视台记者林婉
婷和同事在古老的船型屋里进行有关黎族传统民
俗主题录制。“此次采访收获很大，槟榔谷景区的黎
苗文化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好，这里传承了黎族苗族
厚重的历史文化。”林婉婷深有感触地说道。

据悉，此次活动的考察团成员有美国《中华商
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韩国《中央日报》、意大利
《24小时太阳报》等媒体记者。采访过程中，考察团
一行对槟榔谷景区在发展过程中带动村民致富，改
善村民生活条件的发展模式十分认同，同时表示将
广泛推广槟榔谷优质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各
国游客走进槟榔谷，体验独具特色的黎苗风情。

“境外媒体看海南旅游”
记者考察团聚焦槟榔谷

深度挖掘
海南民族文化资源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张中
宝 通讯员陈建丽）近年来，海口市会展
业蓬勃发展，但会展专业人才却非常匮
乏，为解决这一矛盾，今天上午，2016年
海口市会展人才高级研修班开班，正式
启动了今年海口会展人才培训的“千人
计划”。

今天的研修班上，海口市会展局和
海口市会议和展览业协会联合邀请中国
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储祥银、博
鳌亚洲论坛高级执行总监姚望、广东会
展组展企业协会会长刘松萍等会展专家
为海口会展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会展企
业的经理和高管进行了培训。

海口市会展局有关负责人说，根据
计划，今年举办会展高级人才培训3-4
次，培训不同层次的会展人才千人左右，
使海口成为全省会展专业人才集聚高
地，促进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海口会展人才培训
的“千人计划”启动

本报屯城3月28日电（记者王玉
洁）24日，记者随科技厅工作人员、农业
科技专家在屯昌县枫木洋田头看到，成
片绿油油的苦瓜叶、黄色的小花、长势喜
人的苦瓜在细雨的冲刷下显得格外艳
丽。在这片生长茂盛的苦瓜地旁，是一
片叶子稀疏、花朵凋零、苦瓜零星垂坠的
苦瓜地。

“之所以长得茂盛，是因为专家在秸
秆还田的土地上种苦瓜，改善了土壤问
题，而一旁长势不好的是没有通过秸秆
还田改良的土壤。”海南省农科院土肥专
家张文解释，专家们经过秸秆还田技术
推广、增施有机肥，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改良了土壤结构，苦瓜长势因此较好。

秸秆还田种苦瓜只是我省耕地改良
行动中开展的一个课题。省科技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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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省农科院、海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等科研院所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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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修复改良与高效施肥
技术等农业科技的研究与示范推广五大
项目16个课题，希望有效解决海南土地
贫瘠的问题。

顺着枫木洋望去，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设置的“水稻——
苦瓜”轮作模式及配套施肥设施的耕地
改良项目同样初有成效，150亩苦瓜示
范田与老百姓常规种植的相比，枝叶果
实茂密。

我省探索耕地改良
关键技术成效初显

本报三亚3月28日电 （记者孙
婧）借助 2016 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
览会这一平台，三亚市成功吸引了
一批企业前来洽谈、投资。记者从
近日在海博会上召开的海南省国际
旅游岛商业高峰论坛上了解到，韩
国免税品奥特莱斯店、大唐全国电
子竞技孵化器等一批项目有望落户
三亚。

“在海南发展抗衰老医疗有很
大优势，我们将在亚龙湾设立干细

胞抗衰老中心，尝试开设高端医疗
和私人定制服务。”亚洲之星抗衰老
研究院院长焦述江在论坛上透露，
相关合作项目已成功签约，预计在
今年6月初开业。届时，项目将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精准医疗
康复服务。

橘子工厂奥特莱斯（北京）商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有意
在三亚开设韩国服装和化妆品免税
品奥特莱斯商店，目前正在与三亚

美丽之冠接洽合作事宜，计划打造
一个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商店。大
唐网络有限公司负责人十分看好海
南的手机游戏市场，表示希望将大
唐全国电子竞技孵化器、体验馆落
户三亚。

部分企业也在论坛上表达了
投资海南的意愿。珠海蓝色经典
航空会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蒋琼辉
说，公司有在海南建立通用航空产
业园的意向，举办航空展览、特技

飞行等会展和赛事活动。中国众
筹精英会理事长谢森树表示，众筹
精英会计划与海博会组委会合作，
共同主办众筹产业论坛和众筹项
目洽谈会，并与团中央等有关机构
在海南联合主办全国青年创业博
览会。

据悉，上述项目负责人借助海博
会机会，对三亚进行了考察。部分投
资三亚的项目已与当地签署了合作
框架协议。

海博会招来商机

一批新项目有望落户三亚

关注
2016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贺
澜起）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近日
发布《2014—2015 年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透
明度观察报告》，海南省食药监局以67.75分在
全国31个省级食药监局监管信息透明度排行
中排名第二，其中“食品安全监管信息依申请
公开”一项得到满分20分。

此次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通过
网上搜索、查阅政府信息公开年报、发出检测性信
息公开申请等形式，围绕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
组织配套制度等五个主要方面对国家食药监总局
及各省级食药监局信息公开情况展开了为期一年
的指标研发与数据采集、调查、剖析与评分，对全
国50多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信息公开表现进
行全面观测。

据了解，去年以来，海南省食药监局在加强食
品药品监管的同时，还通过该局官网、手机报、微
信公众号和本地电视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体、地方
政府门户网站等多渠道密集发布监管信息，充分
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监督权，对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者尤其是违法违规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
同时也倒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执法机构和执法人
员更加严格、规范、公开、公正执法，不断提高食品
药品监管执法的公信力。

海南食品安全监管
透明度排名全国第二

本报三亚3月28日电 （记者陈
雪怡）3月27日晚，2016海南国际旅
游贸易博览会暨首届海南国际艺术
双年展艺术展颁奖典礼在三亚市举
行，双年展的卓越贡献奖、特殊贡献
奖、艺术贡献奖金奖和艺术新锐奖四
项大奖出炉。来自于美国、英国、法

国、澳大利亚、西班牙、韩国等国的艺
术专家学者以及中国近百位艺术家
出席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上，佟瑞敏获得卓越
贡献奖，特殊贡献奖分别颁发给黄
岩、田松和张诗童；张强、于立、叶仄
辉、马杰、王晓明、张铁梅、郑勤砚、

查理得·凡、张敏杰、张国龙获得艺
术贡献奖金奖；年轻艺术家周海广、
王勇、黄新源、韩伟华和黄学斌获得
艺术新锐奖。

“两江学者”张强教授说，“首届海
南国际艺术双年展”及“中国坐庄——
全球化与多元化视野之中的艺术史重

构”高峰论坛的举办，对于中国当代艺
术的健康发展，其意义是深远的。尤
其是远道而来的国外专业学者们，对
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分析与高见，
使中国当代艺术又有了新的参照系
统。这些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无
疑都是珍贵财富。

海博会设大奖表彰艺术家
首届海南国际艺术双年展艺术展颁奖典礼三亚举行

昌江水富村
摆长桌宴引客来

日前，美国现代传播集团
公司艺术总监兼导演王星军，
慕名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水富
村体验黎族长桌宴。

当日，村民喝着甘甜的米
酒，品尝着各自带来的鸡鸭鱼
肉及竹筒饭，共同商议即将到
来的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安
排。现场，优美动听的山歌飘
出村外。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宾虹 摄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今天下午海口市委召开的“2016年
道路交通联席会议第二次召集人会议”
上，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
院和海口城市道路交通联席办等单位
联合进行的海口首次综合交通调查汇
报获得通过。根据该项调查，海口市常
住人口人均每天出行2.69次，其中主要
通过小客车、电动车和步行等3种方式，
公交车出行比例仅占不到一成。

最细致的交通调查

海口城市交通正面临新一轮发展，
为进一步系统了解海口市综合交通现
状，海口决定开展综合交通调查。根据
沪琼综合交通座谈会上省委常委、海口
市委书记孙新阳的指示，此次交通调查
工作被纳入“双创”工作中，有效保障了
调查顺利实施。

此次调查自去年下半年正式开始，
调查覆盖面广，包括动用1000多名网格
员进行入户调查等，调查范围以中心城
区和长流组团为重点，涵盖了全市城区
的160万人口。调查内容涉及“基础设
施、人员出行、车辆使用、系统运行”四
大类、13项调查。

“这是海口史上最细致的交通调
查。”海口交通联席办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调查，海口常住人口人均每天出行
2.69次，其中通勤次数为1.14次。在常
住人口出行方式结构中，小客车占
21.8%，电动自行车占 34.9%，步行占
28%；而公交车仅占9.6%。与其他国内
城市比较，海口市电动自行车出行比重
偏高，公交出行比重偏低。海口人每天
平均出行距离为3.6公里，平均出行时
耗为24分钟。小客车平均出行效率为
16.5公里/小时，公交出行效率11公里/
小时，电动自行车平均出行效率11公
里/小时。

海口民用机动车61万辆

根据该调查，截至2015年底海口注
册民用机动车61万辆，其中注册小客车
为46万辆，包括42万辆私人小客车。
海口户均拥有0.6辆小客车，在国内同
类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
11月底，全市注册电动车为52万辆，近
两年增速为8-10万辆/年。

从不同等级道路看，高峰时段次干
路车速较低。中心城区晚高峰车速为18
公里/小时，工作日晚高峰中心城区内主
次干道拥堵里程比例为18%左右。道路
拥堵集中于机动车流和非机动车流均较
大的路段和区域。经初步摸排，世贸地
区、解放西路地区、白龙片区、府城片区
等7个片区、31个节点常发拥堵。

调查组分析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
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海口路网设施总体
不足：道路网次支路网密度不足，级配不

合理。次干道连通性较差，使车流过多
的集中到主干道。海口的路网密度为5
公里/平方公里，而规范要求为5.4-7公
里/平方公里。二是小客车增速快，远远
超过道路设施增长。海口小客车年均增
速从4万辆/年增长到7万辆/年，年均增
幅为20%；而海口城市道路长度年均增
幅仅为2-3%。三是中心区干道机动车
和电动自行车流量重叠，主要路口和路
段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织冲突多。

公交承担交通量过低

截至2015年6月，海口全市共有公
交线路92条、公交车1515辆。公交车
万人拥有率与其他城市比较，海口仅为
每万人11标准台次，低于其他类似城
市，如长沙为 19、厦门为 15、烟台为
14。海口92条公交线路日均客流量为
55万乘次，人均公交乘次为0.34乘次/
人，在同等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

海口公交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公
交客流过于集中于主干路上，客流过于
集中在骨干线路上，近30%线路承担了
近70%的客流，过半数线路仅承担10%
客流。但是这些公交骨干线基本没有
公交专用路权的保障。目前公交专用
道仅设置在城市外围地区的道路，仅滨
海大道（长天路以西）部分路段。中心
城区主要客流走廊上缺少公交路权保
障，与社会车辆行驶车速比较，主要客
流通道早高峰公交车车速较社会车车
速低30%-50%。

而且公交首末站和停保场设施严
重不足，90%的公交线路首末站基本使
用临时工棚。停车保养场站设施不足，
平均每标台车场地面积76平方米（规范
为150平方米/标台），半数车辆在路边
过夜。而且公交高峰发车间隔较长，
60%以上线路高峰发车间隔在10分钟
以上，仅3%的线路高峰发车间隔在5分
钟以上。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海口首次综合交通调查出炉
■ 电动自行车出行比重偏高，公交出行比重偏低
■ 小客车增速快，远远超过道路设施增速
■ 路网设施总体不足，道路网次支路网密度不足，级配不合理

小客车
占21.8%

电动自行车
占34.9%步行

占28%

公交车占9.6%
其他

海口人每天平均出行距离为

3.6公里
平均出行时耗为

24分钟

截至2015年6月
海口共有公交线路92条

日均客流量为55万乘次

人均公交乘次为0.34乘次/人
在同等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

主要问题:
公交客流
集中于主干路上
集中在骨干线路上
近30%线路承担了近70%的客流

过半数线路仅承担10%客流

截至2015年底
海口注册民用机动车61万辆

海口户均拥有0.6辆小客车
在国内同类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

截至2015年11月底
全市注册电动车为52万辆

近两年增速为8-10万辆/年

出行
方式

出行
时耗

车辆
情况

公交车

电动车

制
图/

许
丽

◀上接A01版
届时全省近200个重点楼盘集中展示，为岛内外
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房服务。

本次房展得到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占尽天时、
地利、人和。房展组委会负责人表示，五一小长假
是岛内外人士出游、度假的小高峰，对于购房者来
说，是看房选房的好时机。

促进销售，加快楼市去库存是本次房展目标。
为此，组委会采取多种宣传手段促销：依托“全国省
级党报”房地产大数据营销联盟，针对大海口、大三
亚、大儋州区域地产板块及楼盘的特点，利用全国
党报集团进行意向客户输送，组织岛外购房团来
海南赴三地观展看房；与10家海南知名旅行社合
作，设置上岛看房专线以及三地看房站，旅行社所
有导游对游客进行活动宣传介绍，组织游客现场
观展；与卓亚家缘等岛内多家房地产分销商深度合
作，5000名房地产经纪人，从现在开始，线下推广
宣传本次房展以及重点楼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六报一网以及两微一端全部发力，并结合电
视、网络和户外广告，对三地联展进行包装推介。

海南将举办五一房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