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4日20时起，火箭发射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适
时解除管制。

6月24日20时起，禁止核载5
吨以上装载货物的货车、运载易燃易爆危
化品运输车进入文昌市旅游公路、文铜线
及周边相关道路；

25日17时，禁止无通行证的车辆

进入文昌市旅游大道和文铜线；25日19
时，禁止所有车辆和人员进入文昌市旅游
大道和文铜线。

具体管制措施

文昌市旅游大道、文铜线部分路段。
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将适时对文昌市区相关道路以及海文高速
公路、S201省道（琼海与文昌交界，海口与
文昌交界路段）、S205省道（定安与文昌交
界路段）等通往文昌的相关道路路段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

实施交通管制的主要道路

实施道路交通管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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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利明）为更好服务保障
文昌航天火箭首飞，省交通运输厅加
大力量保障通往文昌航天城的主要交
通路线和重点路段的交通维护修缮、
养护与路政管理等工作，全力提供安
全畅通的交通运输服务。

据悉，我省将全力做好路面养护
管理巡查工作，及时清理路障、垃圾和
整修路容路貌，排查并及时修复安全
设施，确保公路设施完好、整洁，同时
做好有关路段监控排查调试。

同时，协调组织海汽集团及省旅
游客运服务中心做好道路运输服务保
障。目前，海汽集团储备100辆接驳
保障用车，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已经
储备1868辆旅游服务保障用车。文
昌市还将成立接驳运输车队接送游
客，适时增加运力储备，全力做好交通
运输服务保障。

此外，我省还加强监控值班，特别
是沿线在建项目的线路疏导规划和应
急救援保障，确保遇有突发事件时能
有效迅速处置。

我省储备1868辆
旅游车备战火箭首飞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记者良子 刘笑
非 特约记者周平虎）为确保长征七号火箭发射
期间我省相关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海南
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决定，6月24日至25日
期间将对文昌航天发射场周边道路及通往文昌
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交警提醒：管制期间，严禁在文昌文清大
道、航天大道、旅游公路、文铜线以及龙楼镇内
交通管制的道路上停车，严禁车辆超速行驶、逆
行，行人靠路边行走，不得在机动车道内行走或
在机动车道上站立。

请车辆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指示标志、停
车标志提示通行和停靠，服从公安执勤人员的
指挥。因实施交通管制造成的道路通行不便，
敬请谅解。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罗
清锐）日前，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
者》2016年第六期刊发了以《海南广
电总台：“新闻联播里的‘百集感动’”
是如何打造的》为题的署名文章，点
赞海南广电总台大型系列主题宣传
报道“忠诚无限”。

文章指出，从2014年6月起，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以“忠诚无限”为主题在

《海南新闻联播》等节目中播出大型主
题宣传报道，突出报道了来自基层一线
的新闻人物，多集“忠诚无限”新闻报道
获得中国新闻奖和海南新闻奖，中宣
部、广电总局几次点评，海南省委书记
罗保铭专门与报道团队座谈，为报道中
的主人公点赞、为报道团队点赞。

文章称，从“忠诚无限”的策划创
意到采访制作、编排播出，始终强调
不仅要礼赞时代精神和榜样力量、

“见人见事见精神”，更要形成宣传报
道的强大声势、激起观众的关注和共

鸣。为此，整合总台的广播、电视和
新媒体报道资源，对采编力量进行统
一协调配置，采用先进的传播手段进
行编排、配乐、包装，在总台旗下的多
个播出平台滚动播出，形成全媒体、
全时段、全纵深、全覆盖的强大宣传
报道声势，将影响从海南延伸到海南
以外，收到良好的宣传报道效果。

文章说，大型系列主题宣传报道
“忠诚无限”，不仅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的一次主动作为，更是践行

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走转改”的
一次积极探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顺
势而为，掀起一场深入基层的“总动
员”，以大型系列主题宣传报道为课堂，
全面锻造一流采编播团队。

文章表示，大型系列主题宣传报
道“忠诚无限”从“抗灾英雄谱”到“咱
们村官有力量”，礼赞了时代精神和榜
样力量；系列组歌《海之南》和《南海
平》《大海记忆》等一批优秀作品和栏
目，起到了弘扬价值、传递温暖、成风
化人、凝心聚力的作用。

《中国记者》点赞海南广电总台大型系列主题宣传报道“忠诚无限”

海南新闻联播里的“百集感动”

本报文城6月21日电（记者刘
笑非 通讯员黄兹志 王文朋）火箭首
飞日期临近，安全保卫工作是第一要
务。记者今日走访了文昌市公安、消
防、交巡警等多个部门，通过一探文昌
市各项安保工作筹备情况，了解文昌
市为保障火箭顺利首飞所作出的各种
努力。

位于文昌市公安局的应急指挥中
心，LED大屏幕上，由路面摄像头传
回的实时画面让整个文昌市的主要道
路交通情况一览无余。据悉，为迎接
此次火箭首发，文昌市公安部门加大

资金投入，在全市增设多个高清探头，
超过80个高清监控点将整个文昌市
的主要交通干道绘制成了一张视频网
络，文昌市路面交通的一举一动尽在
掌控中。

“根据可能出现的交通状况，我们
还专门设立了15个交通诱导屏，实时
分享路面交通信息。”文昌市公安局局
长林刚说，首飞期间文昌还将设立各
个交通疏导点，疏导短时间内增加的
车流。

除各部门协同合作保证道路畅通
外，文昌市在火箭首飞期间还特别增

派了1500人的安保力量，瞄准首飞期
间将会出现的庞大车流、人流，分成
13个工作组分赴文昌各地开展安保
工作。省公安厅在今日也会同文昌市
公安、交警部门公布了道路交通管制
的时间和路段，方便指导游客、市民出
行，保障首飞顺利进行。

此外文昌市公安局还特别针对目
前发达的物流行业，对进出文昌的包
裹制定了“物流行业安监百分百、邮寄
实名登记百分百、开包验试百分百”的
三个“百分百”工作要求。

“目前，文昌市已经进行了两次群

众疏散和应急演练，均取得了良好效
果。”文昌市市长何琼妹说，不仅要保
证群众疏散安全，还要保障有序，22
日文昌市还将进行火箭首飞前最后一
次群众疏散和应急演练。

记者从文昌市消防部门了解到，
火箭首飞期间，文昌市消防支队将坚
持“保重点、保要害、保核心”的工作原
则，以龙楼发射场区为中心，按照“分
区域、分层次、分节点”的方式做好消
防各项安全保卫工作。

此前文昌市消防支队已结合火箭
首飞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水源普查、水

源道路图绘制、协调航天城消防队制
定航天城相关的灭火预案等工作，并
摸底排查了航天城周边危险化学品的
情况。

“针对游客观景点、居民疏散点
及各大酒店，消防部门已开展了多次
演练工作。”文昌市消防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火箭首飞期间不仅将部署
16辆消防车及消防官兵分赴游客观
景点、居民疏散点、发射场周边及文
城地区，还协调省消防总队调派了8
辆消防车及47名消防官兵参与消防
安保工作。

协同合作保道路畅通，增派安保力量，开展群众疏散和应急演练

文昌：提升保障能力 扎实备战首飞

6月21日，在文昌市龙楼镇石头公园的长征七号火箭首发观测点，各种温馨的提示牌到处可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文明安全观首飞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
员吴海青 翁菖海）“海口秀英港码头的尖峰岭
号滚装船轮渡上，有人涉嫌携藏穿山甲等珍贵
野生动物”“有人利用互联网和网络聊天工具，
涉嫌从事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
罪行为”……针对我省近期以来非法运输珍贵、
濒危动植物案件频发态势，省森林公安局和省港
务公安局日前共同签订涉林警务合作协议，“牵
手联姻”开展跨行业、跨区域、跨警种的警务合
作，携手合力打击港口口岸涉林违法犯罪行为。

双方合作后，打出的第一记“重拳”即是部署
开展为期3个月的涉林联合专项打击行动。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从6月17日起至9月17
日结束，分为宣传发动、打击整治、总结巩固三
个阶段进行。目前，第一阶段工作正式启动，
森林、港务公安机关已组织民警在港口各主要
部位、游客密集场所及客（货）船上，高密度宣
传林业法律法规，并同步公布举报电话，鼓励
全民检举揭发、共同保护森林资源。

从6月24日起，森林、港务公安机关将集
中优势警力，梳理线索信息，加大阵地控制，对
仍继续顶风作案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集中查处一批案件，捣毁一批犯罪团伙，坚
决斩断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木材和野生
动物的利益链条，切实确保好海南的森林资源
与林业生态安全。

我省森林公安、港务公安机关
签订涉林警务合作协议

携手打击港口口岸
涉林违法犯罪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王天巍 李凡）近日琼岛高温天频现，午后常
有雷阵雨“出没”。记者21日从海南省气象台
获悉，本周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全岛大部分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南海中南部可能有热带低压
生成。

陆地方面，受东南气流影响，21日-22日，
全岛多云，北部、中部和西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
雷阵雨，东南部地区凌晨有阵雨，最高气温北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35℃～37℃，其余地区
33℃～35℃。23日-26日，全岛大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各地气温略有下降。

本周有雨送清凉
23日-26日全岛有阵雨或雷阵雨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叶媛媛）
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海口将安
排210万专项资金开展2016年资助贫
困大学新生活动，420名学生将受益。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由海口市教
育局和市卫计委两部门实施开展。海
口市教育局将开展“爱心助学”活动，计
划用120万元专项资金资助240名贫
困家庭优秀大学新生，每生一次性资助
学费5000元。活动安排15万元资助
30名精准教育扶贫对象家庭中考取专
科院校（含高职）的大学新生。

海口市卫计委将组织实施“计划
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计
划”，计划安排75万元资助城镇特困
户独生子女和农村特困户独生子女、
双女结扎户的本、专科新生150名，人
均一次性资助学费5000元。

据悉，符合“爱心助学”条件的学生
需于6月底前向毕业高中学校提出申
请，经学校审核报市教育局组织调查核
实。符合条件的申报学生经“爱心助学
活动领导小组”核准后发放资助金。具
体申请流程及所需资料可登录海口助
学网或海口市教育局网站进行查询。

海口将投210万
资助贫困大学新生

本报椰林6月21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冰 陈思国）“手机上不仅
可以缴交水、电、煤、气费用，而且还可
以缴交医疗、社保，太方便了。”今天，

“智慧陵水共同服务平台”首批四大共

同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居民王霞操作时兴奋地说。

陵水是海南省“智慧公共服务平
台”落地的首个市县。“智慧陵水公共
服务平台”首批上线四大公共服务平

台，包括陵水城市服务、陵水移动办
公政务平台等共计29项服务产品。

据悉，以“互联网+政务、民生和
产业”为主题，下半年，陵水还将陆续
推出移动网上办事大厅、智慧医疗、

智慧校园、智慧旅游等公共服务产
品，不断充实“智慧陵水”服务内容，
优化服务环境及管理水平，让陵水市
民及游客更加轻松地享受信息化所
带来的“轻”态服务体验。

“智慧陵水”首批四大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纯木质的栅栏将土堆围起，绿油
油的植物迎风摇曳，既有伏地蔓延的
地瓜藤蔓，也有正在抽丝的玉米棒，红
绿相间的蔊菜、葱等蔬菜，更是将小菜
园妆点得格外有活力。这个菜园有个
好听的名字——快乐农场。

然而，环顾菜园四周时，又是一番
新的景象。工程车往来忙碌地运送建
筑物资，吊车来回不停地起吊物料，工
人们带着安全帽烈日下辛苦施工，这
是三亚海棠区亚特兰蒂斯项目建筑工
地，快乐农场所处之地原是该工地的
建筑泥土堆放地。

“绿化环境，我们也有责任。”项目工

人凌昌星笑着告诉记者，工程施工大量
的泥土露天堆放既容易引起扬尘污染，
也浪费了土地资源。工人们商量后购买
菜种，就地种植绿色蔬菜，得益于海南优
越的气候，蔬菜长势良好，目前已经采摘
多轮绿色蔬菜，调剂日常伙食。

“这都是大家的智慧。”海南亚特
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民敏向记者详解农场秘密，“整个农场
的木质栅栏、门柱是工人们用废弃的
木桩一点点削出来，小拱门也是工人

们用废弃料焊接的。”
亚特兰蒂斯作为三亚旅游“3.0”

升级版的代表性项目，投资超过100亿
元，将建成55万平方米的大型旅游综
合体。目前项目正在抓紧施工，力争
2017年建成开业。“生态是三亚发展的
根基。三亚正在进行的‘双修’‘双城’
工作就是重新唤回绿水青山，我们积极
融入三亚绿色发展的实践，以实际行动
呵护美丽生态。”陈民敏说。

在积极引进亚特兰蒂斯等大项目

融入鹿城经济发展的同时，三亚还主
动通过多样方式，鼓励企业、市民参与
城市内涵式发展之中。三亚市有关负
责人表示，“双修”“双城”系列实践呵
护生态，让利于民、让景于民，让百姓
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44个项
目有序推进，旨在探索“城市病”治理，
可持续地内涵式发展之路还需要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献计献力量，共同营造
水清、岸绿、景美的城市环境。

（本报三亚6月21日电）

三亚重点项目建设积极融入“双修”“双城”实践，以实际行呵护美丽生态

工地废弃土堆上建起“快乐农场”
聚焦三亚“双修”“双城”

为确保火箭首飞期间道路安全畅通

6月24至25日
文昌部分道路交通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