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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杨艺
华）“天鹅湾·海报集团2016金秋车
展”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近日，海南联合皇冠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时代展厅市场及客
户关系经理曾帆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海报车展是海南主流权
威媒体举办的车展，在宣传推广中做
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值得肯定，对品牌
的推广、车型的推广都有很大帮助。”

回顾车展十年历程，海报集团车展
展位由小变大，品牌由少变多，服务更
加到位，是车商和消费者值得信赖的车
展。曾帆表示，每年海报集团的宣传，

使得有购车需求的潜在客户都知道这
个车展，而且客流量大，对于一年一度
的海报车展，公司也是极其重视。

“我们公司参展的理由就是品牌传
播力度大、服务好。”曾帆介绍，海报车
展在报道上历来都是重中之重，也是一
张“王牌”。比如车型的详细介绍，有哪
些优惠活动，而且会有一些特刊，从客
户到品牌再到企业都很认可。从展前、
展中、展后都会有非常多的宣传，比如
对每天的展台情况、展馆情况、品牌的
情况都会进行报道，报道的力度对于参
展商和消费者来说几乎是“立体传播、
无缝对接”，品牌传播效果好。

曾帆介绍说，车展的硬件条件对于
经销商而言是比较到位的，而细节服务
也越来越好了，所以每次车展销量都有
增长。“我们在车展上不仅可以搜集到

很多潜在客户，车展结束后继续跟进，
不断沟通。”曾帆表示，一台奔驰车的
平均价格在四十万元到五十万元，车展
时间短，客户想要购买一台高价车相对
来说需要考虑的时间较多，因此帮助参
展商收集客户信息，并持续跟踪推进，
以提高签单数量，这也是海报集团车展
让经销商们满意的另一个方面。

对于此次消费者比较关心的车展
信息，曾帆介绍说：“在厂家的大力支
持下，奔驰这次拥有600平米的展位，
基本上奔驰全系列的车都会摆上
去。”曾帆介绍，这次车展优惠力度空
前，除了有礼包等优惠外，现场还有一
些特价车，敬请大家关注。“现在奔驰
有一款备受客户关注的E级车，这辆
车的科技含量很高，届时会在车展上
发布上市，全新亮相。”

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时代展厅市场及客户关系经理曾帆：

海报车展“立体传播无缝对接”助品牌推广

曾帆。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聚焦三亚“双修”“双城”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记者苏

庆明）山的修复是三亚市“双修”的一
大板块。记者了解到，位于该市吉阳
区、海南东环铁路北侧，编号为1、3、
5号的3处山体已于日前完成生态修
复，恢复植被种植，展现绿色生机。

在此之前，更为外界熟知的抱坡

岭已经完成植被恢复。总面积约6.7
万平方米的这3处山体就位于抱坡
岭周边，与海南G98高速相邻，与抱
坡岭同属一个山体植被恢复工程项
目。这些山体受损原因与抱坡岭相
似，都是因采矿开掘导致山体裸露；
所不同的是，裸露部分的体质为花岗

岩，修复难度更大。
但记者日前走访这3处山体看

到，除了极少部分过于陡峭无法修复
的区域外，它们已经完全看不出裸露
的痕迹。山上种植的银合欢等苗木
枝叶葳蕤，绿意盎然，即便走近，也不
容易察觉人工修复的迹象。

三亚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鉴于花岗岩石质不能种植植被
及坡面较陡的原因，该局采取V形槽

技术，沿坡面搭建了一层层台架，构
筑土壤环境，供植物生长。

据了解，同属于这一项目的还有
编号为4、6的两处山体。对它们的修
复工作，已经进入施工招标阶段，将于
近期启动施工。此外，林业局准备从9
月开始，逐步完成另外18处受损山体
的踏勘、立项、测绘、地质勘查和可研等
工作，预计修复总面积约为30万平方
米，初步估计修复总投资为1.4亿元。

三亚又完成3处山体生态修复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记者孙
婧）连轴不停地手术，不巧碰上了生理
痛，近日，三亚市人民医院手术室的一
名器械护士孙艳丽，因过度劳累晕倒
在手术室。同事们连忙将她抬到一边
挂氧气、打点滴，这一幕被分享到微信
朋友圈后，引发了微友们的广泛传
播。这让不少微友直呼“心疼”“感
动”。

上述一幕发生在 8 月 13 日中
午。当天，孙艳丽所在的医护团队接
连做了两台剖腹产手术，从早晨8时
忙到了中午12时。此时午餐已经送

到，大家正准备喘口气休息，又有一名
需要剖腹产的产妇被紧急送进手术
室。尽管医生和护士都又饿又累，但
没人顾得上吃饭或休息，全员又投入
到紧张的术前准备工作中。

不巧的是，当天正是器械护士孙
艳丽的生理期，但已安排好的手术是
不等人的。“器械护士负责准备手术器
械和术中传递，大家分工明确，一个萝
卜一个坑，不能丢下不管。”孙艳丽只
得给自己打气，病人要紧，真疼起来就
咬牙撑过去。

到了13时前后，第三台手术进入

收尾阶段，主刀医生正在给产妇缝合
子宫和肚皮。此时的孙艳丽，因为在
低温的手术室连续高强度工作，小腹
已出现一阵比一阵强烈的揪痛感，“浑
身冒冷汗，手脚发抖，还反胃，当时就
觉得快顶不住了。”为了不影响手术，
孙艳丽让身边能抽得出身的同事帮忙
拿来凳子，她靠坐着继续给缝针穿线，

“一边穿针一边就默念，再撑几分钟，
就快好了！”然而没过多久，孙艳丽还
是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同台工作的麻醉医生黄垂铭是第
一个发现孙艳丽异样的。他与同事们

一道将孙艳丽抬到手术推车上，挂上
氧气面罩和止痛的针水。一个多个小
时后，孙艳丽才逐渐恢复过来。

当天深夜，黄垂铭在微信朋友圈
中写道：“在许多人眼里，带病上班是
很傻的行为，却不知道，自从穿上这身
手术服，拿起手术刀，责任与使命就在
我们心里，别人永远比自己还要重
要。”

回想起当天的情景，孙艳丽不好
意思地笑着说，“我们手术室里的护
士，哪个没有带病工作过，因为病人的
手术可能是随时安排的，有特殊情况

也得撑着，不然临时换人会打乱手术
节奏，而且有可能影响手术效果，这个
责任让我们必须坚持。”

据悉，在医疗这一需要高度责任
心的行业里，不少从业者都在透支自
己的身体来完成工作。“我们是24小
时待命，随叫随到，熬夜、忙碌、带病工
作已经是常态了。有时候刚完成手
术，腰还没躺直，又有患者被送过来，
需要马上进入工作状态。”黄垂铭坦
言，工作虽然辛苦，但每当医护人员的
付出能够得到患者的信任，就觉得这
一切都值了。

身体不适仍咬着牙连做三台手术

三亚女护士累倒手术室感动网友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王斌）记者今天获悉，继开通南沙7个岛礁
4G基站，实现了4G网络全覆盖后，中国电信于
8月6日至10日相继开通了永兴岛、赵述岛以
及“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共4个4G基站，实现
了上述岛屿和船只4G网络全覆盖。

西沙地区的永兴岛、赵述岛是三沙人口最
集中最密集的区域，4G基站的开通，意味着中
国电信4G网络已全部覆盖西沙这两个主要岛
屿及周边海域，基本满足当地党政军、居民、渔
业及旅游等对4G高速信息网络的需求。

中国电信还开通了“三沙1号”船只的4G
网络覆盖。4G网络开通后，船上民众在航行过
程中的通话、上网等通信将更加畅快无阻。

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西
沙永兴岛、赵述岛等4G基站的开通，已满足了
该区域4G网络信号的需求，中国电信还将快
速推进西沙周边各岛屿岛礁共5个4G基站的
建设，届时，中国电信2G、3G、4G全网络信号
将全部覆盖西沙岛屿及周边海域，让三沙地区
享有同内陆一样快捷的信息服务。

西沙永兴岛等区域
实现4G网络全覆盖

本报营根8月16日电（记者刘
贡 见习记者郭畅 通讯员秦海灵）今
年以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创新机
制，靶向治疗，出台了“1+11+8”等精
准扶贫系列政策，深入实施十大脱贫
工程，全县脱贫攻坚战役取得阶段性
成效。目前全县已脱贫8393人，完
成省下达任务的93.3%，脱贫进度排
名位居全省第一。

根据省下达脱贫任务，琼中

2016 年减贫任务为 9000 人，但为
了加快推进脱贫步伐，琼中县委、县
政府采取“自我施压”，加大脱贫任
务，将全县脱贫人口增加到3845户
15953人，其中巩固提升3704人。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琼中
制定出台了琼中农村脱贫攻坚“十三
五”规划纲要、2016年度脱贫攻坚实
施方案及农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等

“十个一批”子方案。其中，完成建档

立卡工作，得到国务院督导组和省委、
省政府充分肯定，全省精准扶贫建档
立卡工作现场会在琼中召开，12个市
县400余人次先后到该县参观学习。

今年，琼中农村危房改造实行指
标3年滚动，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整
村推进村庄所有农户不设指标限
制。目前，全县危房改造开工2001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D级危房改
造开工1394户，完成年初制定任务

的125%。加快推进11个贫困村庄
的整村推进，目前已实施57个基础
设施项目，投入1140万元扶持贫困
户发展种养产业48项。

琼中还积极探索“党建+扶贫”模
式。据统计，全县共有31名县领导、
102个县直机关单位（含省驻琼中单
位、二级局）和91名乡镇领导班子成
员联系100个行政村，结对帮扶4872
户，实现联村帮扶“全覆盖”。

今年琼中已有8393人脱贫
完成省下达脱贫攻坚任务的93.3%

8月16日上午，几名施工人员正在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东线兴隆镇乌石村路段安装隔音墙。现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
当天安装的是第一段即兴隆镇乌石村路段，随后他们将在高速路经过村庄路段陆续安装这种玻璃隔音墙。玻璃隔音墙的
好处是既能隔音又不会影响乘客欣赏道路两边的美景，可谓一举两得。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环岛高速东线开装玻璃隔音墙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曾建涛 实习生陈卓斌）今日上午，第三届“全
省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在海南中学举行。
此次“全省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将持续3天。

来自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海南省国兴
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澄迈中学以及嘉积中学
等12所学校的143名高中“学霸”齐聚一堂，纷
纷以“联合国妇女署首脑峰会”“联合国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等组织的“主席团成员”或“新闻记
者”“相关代表”的身份，就“女性权利的保障”

“国际安全”“可持续发展”等3个话题，用中英
文结合的方式各抒己见。

另据悉，同时在海南中学举行的第一届高
中生商业模拟挑战赛也于今天拉开序幕。

我省举办第三届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

各校“学霸”
双语激辩国际热点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王玉
洁 实习生梁梦琦）自去年3月“永兴荔
枝”获海口首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
8月6日，“永兴黄皮”也通过国家工商
总局商标局认定，目前已在公示期，将
成为海口第二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截至目前，除永兴黄皮仍在公示期外，
海南共有包括定安黑猪等35个经国家
有关部门认定的地理标志。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因其独特品
种资源和所处羊山特殊的地理生长环
境，滋养着独具风味的黄皮。为有效保
护海口市地方特色农产品，在海口市政
府指导下，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农业服
务中心做为申请主体，进行“永兴黄皮”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

2015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正式受理永兴黄皮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申请，并于今年8月6
日通过初审并进行公示。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指标示某
商品来源于某地区，并且该商品的特
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
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
志。对地方特色产品申请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保护，可以有效地保护优质特
色产品和促进特色行业的发展，打造地
方特色品牌，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永兴黄皮”地理标志
商标通过国家认定
全省已有35个国家认定
地理标志商标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陈卓斌）2016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赏名篇、
诵古诗”比赛结果今天出炉。比赛共评选省属
学校（含示范校）组一等奖5名、二等奖6名、三
等奖8名、优秀组织奖8名。

今年3月，省教育厅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
开展了“赏名篇、诵古诗”活动。各学校广泛动
员师生共同参加，多数学校还举行了选拔赛。

在此基础上，省教育厅日前在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了2016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赏名
篇、诵古诗”比赛活动。来自全省41所中职学
校的1563名师生参加了比赛，充分展示了我省
中职学校师生风采。

海南省财税学校、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海
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海南省商业学校、海南省农
业学校等5所院校获得大赛一等奖。

全省中职生“赏名篇、
诵古诗”比赛结果出炉
省财税学校等5院校获一等奖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郭萃）今天上午，
海口市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暨火灾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本次演练分为油桶灭火展示和模拟
危化品仓库发生泄漏并引起人员中毒的场景。

“通过此次演练，有效检验和提高了应急抢
险队伍的应急反应水平和协同实战能力；检验
应急响应人员对应急预案、执行程序的了解程
度和实际操作技能，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抢险、
救援技能。同时，作为一种培训手段通过调整
演练难度，进一步提高应急响应人员的业务素
质和能力。”海口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海口开展危化品
泄漏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嘉积8月16日电（见习记者邓钰 通
讯员冯玉）记者今日从琼海市三防部门获悉，在
遭遇连日降雨天气的情况下，琼海在做好防风
防汛工作的同时，也抓住机遇利用降雨合理蓄
水。目前，全市各中型水库库容增加了1224万
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此前紧张的旱情，满足了全
市农作物用水需求。

今年上半年以来，琼海市降水较少，而灌区
用水量日益增加，造成水库水位下降，用水趋于
紧张。自8月11日起，琼海迎来连续降雨天气，
而受热带云团和西南季风影响，未来几日降雨
天气仍将延续。琼海市各相关部门在同步启动
预案积极应对，引导市民做好相关防范工作的
同时，也抓住机遇进行合理蓄水。降雨带来的
雨水，让琼海市各中型水库库容增加1224万立
方米，总库容达到11036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
的52%，有效缓解了琼海市前期紧张的旱情。

连续降雨让琼海“解渴”
满足了全市农作物用水需求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陈创淼 郑峻敬）8月14日下
午，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与海南
火山玫瑰庄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打造火山玫瑰庄园。

该项目以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为
基地，以火山玫瑰为载体，塑造稀缺资
源的火山玫瑰品牌，借助火山口独特
的区位和地质景区优势，打造集火山
玫瑰种植、农事生活体验、玫瑰文化活
动、玫瑰衍生产品加工、庄园休闲农业
观光于一体的“特色互联网+火山玫
瑰产业”。

该项目示范区总规划面积 800
亩，计划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种
植面积1万亩。

海口火山口农民
联手企业种玫瑰
打造“特色互联网+火山玫瑰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