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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袭
通讯员 冯时霞 符丹丹 鲁慧中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五大
村的一片沙滩地，海南王品蜜瓜种
植标准化示范区的示范户韩国富种
了 10亩金姑娘蜜瓜，近日，记者看
到瓜蔓茁壮葱郁，长势喜人。他去
年底摘过一造金姑娘蜜瓜，因产品
优质安全，田头保底收购价一斤卖4
元以上。“蜜瓜一年种两造，一亩利
润可达5万元。”示范区种植蜜瓜面
积达 1万亩，蜜瓜销往全国各地及
国际市场。

2016年，海南培育、建成海南王
品蜜瓜种植标准化示范区、国家水稻
种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区等10家国家
级示范区、10家省级示范区。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林盛梁告
诉记者：“发挥职能优势打造精品示
范区，以技术支撑海南现代农业发
展，就是要以农业标准化推进农业现
代化，促进海南农产品质量安全，提
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增加
农民收入。”

标准化示范区综合效益好

示范区的“金字招牌”可不好拿，
省级示范项目实施2年、国家级示范项
目实施3年才能通过专家组考核验
收。在实施过程中，提高了农产品的
品质，创建新的农产品品牌，让更多的
海南优质农产品销往全国、走向世界。

我省的10个省级示范区培育了
三门坡甘薯、三亚芒果、文昌文心兰、

琼海山柚（油茶）、万宁有机咖啡、定
安菠萝蜜、昌江蜜瓜、陵水圣女果、五
指山水满香茶和东方菊花等一批优
质农产品品牌。其中1个通过有机食
品认证，1个通过无公害食品认证，1
个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10个国家级示范区培育了万宁
槟榔、昌江菠萝、儋州生猪、定安罗非
鱼、三亚热带玫瑰花、澄迈沉香、屯昌
香稻、白沙麻笋、澄迈福橙和咖啡等
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其中有2个农
产品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68个产
品通过“三品一标”认证。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以优质的农
产品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在五指山
水满香茶栽培标准化示范区的带动
下，水满乡什再村40岁的村民王泳苏
学会了标准化种植、管理技术，他说：

“去年春天仅卖茶青就收入3万多元，
脱贫致富奔小康，我有信心！”

建立示范农产品标准体系

全省的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均建立示范农产品的标准体系，为
开展标准化示范提供技术保障。省质
监局标准化处处长戴恩桦说：“农业标
准化生产，就是把先进的技术固定下
来，以统一的技术，简化的规程，引领
农民按先进的技术生产。按与国际接
轨的标准化规程生产管理农作物，能
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降低成本，
实现农民大幅增收。”

为此，示范区承担单位培养了一
批标准化技术人员，向农民推广标准
化技术。

省级陵水圣女果标准化示范区
的承担单位是海南雷丰农民合作社，
合作社理事长雷孔佃说：“让更多农
民懂得用国际标准种植技术，为的是
使更多圣女果品质达到欧盟GAP标
准要求。”陵水26岁的圣女果种植大
户陈亚壮，去年首次按国际标准种植
技术生产，每亩种植成本下降到6000
元，20亩圣女果纯收入达40万元。

琼海恒萃油茶农民专业合作社
承担的山柚（油茶）种植标准化示范
区实施两年来，建立标准化示范面积
1500亩，带动800多户农民种植山柚
树。阳江镇加里坡农民卢传海2008
年开始种植10亩山柚树，学会标准化
种植、管理后，一年摘鲜山柚果1.2万
公斤，比往年多摘5000公斤，增收14
万元。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去年海南培育建成20个国家级和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产品打出“金招牌”农户拿稳“金饭碗”
累计我省国家级示范区基地及示范辐射标准化种植面积达693万亩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林馨）为确保2017年元
宵节期间海口市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各项文体娱乐活动的安全开展，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今天发布通
告，该支队将根据市区道路交通流
量的实际状况，适时对部分路段实
施交通管制。

交警温馨提示：元宵节期间请广
大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拼车
或步行的方式出行；在发生轻微交通
事故时，双方当事人使用手机等设备

拍照并互留联系方式后撤离现场，通
知保险公司后到事故快处点处理；在
出行时通过收听 FM100、FM95.4 交
通广播频道掌握交通路段情况。

2月11日海口部分道路交通管制

注意啦，在海口闹元宵要这么走

本报博鳌2月7日电（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莫玳）今天是博鳌机场复航的第33天，该机场也
迎来了第10万名旅客，刷新了全国中小型机场航
班保障的纪录。

据了解，博鳌机场于去年12月29日正式恢
复通航，自今年1月6日起，海南航空、桂林航空、
东方航空、山东航空、中国联合航空等多家航空开
通博鳌至珠海、揭阳、厦门等26条国内主要城市
航线。在今年春运高峰期，博鳌机场日进出港航
班最高达到41架次。截至目前，博鳌机场已顺利
保障航班超过800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
次，货邮行吞吐量超过650吨。

博鳌机场创“人气”纪录
复航33天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

■ 本报记者 邓钰

今天一大早，58岁的定安县龙
门镇墟居民卢贵便出门了，不一会儿，
他买了鱿鱼干、虾米、腊肠等干货和新
鲜的五花肉、生菜、韭菜、藠头、小芹菜
等10余种菜品。两手提着满满的菜，
老人乐呵呵地说：“几个孙子今天跟爸
妈回老家，点名要吃包菜饭。”

包菜饭，顾名思义，就是用菜叶

包起并以手捧食的一种美食，在定安
已传承了上百年。由于在制作包菜
饭时需要繁杂多样、荤素搭配的食
材，所以人们平时很少吃，只在合家
团聚时才会烹食。

食材买回家，儿孙们也已经到
家。大人小孩齐上阵，将食材分类拣
出，一一清洗，并将除生菜以外的食材
切碎成大小均等的短段或碎丁，分别
放在了不同的盘子里。大家围坐一
圈，洗洗菜，话话家常，欢声笑语不断。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卢贵掌勺
开炒。他将切好的配菜分别炒熟装

盘，然后下油烹炒大锅米饭，入盐入
酱油将米饭炒至颗颗金黄、粒粒分
明，最后才将配菜按一定比例加入，
直到饭菜均匀分布，颗颗入味。一
轮翻炒下来，香味已在院里四处飘
散，勾人馋虫。

饭炒好后，一筐鲜嫩的生菜也已
经洗好沥干放在了桌上。卢贵将三
四片生菜叶铺在瓷碗，涂上什锦酱，
放上几粒炸花生米，填入热腾腾的炒
饭，再将菜叶合拢起来，从碗里倒出
后用力压实，一个包菜饭就做好了。

饭桌旁，3个小孙子早已翘首等

待，像一只只小馋猫，不停眨巴的眼
里尽是对美食的渴望。卢贵一边将
包菜饭放入孩子手心里，一边轻声嘱
咐道：“阿侬，包菜饭一定要紧紧地捧
着吃，这代表了一家人齐心协力，守
住家财不外流。”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小孩子
们都不稀罕鸡鸭鱼肉，还好我做包菜
饭时，他们都很给面子，能一下子吃
两三个！”看着孩子们津津有味，满手
满嘴油星大啃包菜饭的样子，卢贵笑
得开怀，“这就是包菜饭的魅力，满口
都是团圆味。”（本报定城2月7日电）

定安龙门镇墟居民合家制作传统美食，延续浓浓年味

阖家一捧包菜饭 人间有味是团圆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邓世贵）2017年春节黄金周已结束，但海南旅游
热度不减。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获
悉，节后5天来，该中心共保障承租人接团2606
个，调派旅游车7915辆次，安全运输游客23.7万
多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41%、8.59%和5.34%。
期间未出现旅行社有团无车问题，未发生旅游车
甩团、宰客等重大服务质量投诉，未发生一起旅游
运输安全事故。

据悉，由于节后酒店、机票价格回落，自由行、
家庭游有所增多。据专家预测，我省春节后的错
峰旅游人气有望持续到元宵节。对此，我省旅游
客运部门将投入大中小型旅游运力车辆2223辆，
全力确保节后我省旅游高峰的旅游运输保障任
务，满足承租人的用车需求。

海南节后游热度不减
旅游客运多项指标同比增长

本报海口 2月 7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凌华）记者今天获悉，近
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与省农业厅批
准通过了海南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
预警防控中心（以下简称“省预警中
心”）实验室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
（即“双认证”），并颁发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证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实施细则》和《海南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的要求，只有
获得“双认证”的检测机构方可对外从
事检测工作，为社会提供具有法律效
力的检测服务。省预警中心实验室此
次获批的检测能力涵盖蔬菜水果农药
残留检测，土壤和灌溉水重金属检测，
土壤理化性质检测，肥料质量检测，总
计67项参数。

省预警中心是省农业厅重要技术
支撑部门，设有农产品有害物质残留
检测实验室、农业环境质量检测实验
室、土壤农化/肥料质量检测实验室等
3个实验室，现有 26名专业技术人
员、190台（套）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

省农业预警中心
实验室获得“双认证”
农业检测能力涵盖67项参数

示范产品产值近94.47亿元
带动1万多户农户

每户年均增收约3800元

累计我省省级示范区标准化种植面积达42.35万亩

示范产值近432亿元
带动农户 73万多户

每户年均增收3000多元

本版制图/陈海冰

琼山区花卉大世界

管制路段：滨江路转盘至新大洲大道路段（花卉大世界东段）
管制时间：2月11日16：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途经花卉大世界东段车辆请绕行花卉大世界西侧滨江路

通行

西海岸（群众自发游园活动点）

管制路段：滨海大道西延线（海港路口至长滨路口）由东向西单向通
行，返回市区车辆选择滨海西沿线—长滨路（或长彤路）—海榆西线—海
盛路—海秀西路或海秀快速路、粤海大道、南海大道通行

管制时间：2月11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琼山区府城镇（换花、游园活动点）

管制路段：琼州大道（不含）以西、红城湖路（含）以南、高登街（不含）
以北、朱云路（含）以东的区域，即府城镇中心区域各路段

管制时间：2月11日16：00—24：00
绕行路线：往返美兰机场车辆可选择迎宾大道、G98高速、S82公路

或国兴大道、琼山大道、滨江路、新大洲大道绕行。

2月11日12：00—次日03：00，东至滨江路，西至丘海大道，南
至椰海大道，北至海岸线形成的闭合区域（含）禁止中型以上货车及
危化品车辆通行

1 万绿园（群众游园活动点）

管制路段：滨海大道（滨海公园至丘滨路口）、绿园路、观海路、玉沙
路、玉兰路全幅路段

管制时间：2月11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需途经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可选择经424路

口、龙华路、大同路、海秀路、海秀快速路或龙昆南路、南海大道绕行；需途
经滨海大道西往东方向行驶的车辆可选择长滨路、长彤路、永万路等经海
秀快速路、海盛路、海秀路、南海大道绕行

世纪公园（群众游园活动点）

管制路段：世纪公园渡海路、港湾路、公园二横路、公园三横路
管制时间：2月11日19：00—24：00视交通情况适时管制
绕行路线：参加游园活动的车辆从世纪大桥下进入世纪公园，车辆从

泰华路、新港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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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王玉
洁）“是工会给家境贫困的我带来了一
缕阳光，圆了我的大学梦。”今天上午，
在省总工会2017春节助学回访座谈
会上，来自三亚的受助学生庄海英字
字句句难掩感激之情。全省共有74
名受资助的学生代表受邀参加座谈
会，他们相互交流学习心得，抒发感恩
之情，畅谈人生理想。

庄海英出生在一个六口之家，住
在幽暗拥挤的出租房里，父母因工作
劳累落下了病根。“当我收到华东交通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因
为贫穷而消散。”庄海英说，“多亏工会

‘金秋助学’捐助的5000元助学金，我
才有机会读大学。”

“迈进大学校门，如果生活上还有
困难，我们依然可以向工会申请回访
助学金。”不少接受资助的学生都表
示，这一笔笔爱心款填补了他们学费
的一大缺口，更让他们懂得要尽己所
能去关爱别人，回馈社会。

据了解，自2005年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以来，海南各级工会共筹集
1.5亿元，资助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
子女5.5万逾人次。从2008年开始，
省总工会还建立助学回访机制，给救助
过但仍然困难的1.1万名学生发放助学
资金1200多万元，每人2000元，尽全
力帮困难家庭子女铺就梦想之路。

省总工会回访助学
让爱心“保温”
已发放回访助学金1200多万元

◀上接A01版
严格自律、防微杜渐。要敢于担当，领导干部肩负
着重要责任，有责任就要有担当，要把担当体现在
具体工作中、日常管理上，在管人管事管细节上下
功夫，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参观结束后，领导干部们深有感触。万宁市
委书记张美文说：“今天的参观活动寓意深刻，发
人深思，令人警醒。警示党员干部，尤其是关键少
数一定要廉洁从政。廉洁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
要时刻牢记头顶上有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必须
严守党纪国法，坚持秉公用权，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表示，这次活动让自己
深受教育，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要主动担当，
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体责任。

海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湖表示，对于纪
检监察干部来讲就是要做廉洁自律的标杆，守住
底线，不触红线，使我们监督起来腰杆硬、底气足、
不脸红，带好队伍，带好班子，使我们这支纪检监
察队伍真正能够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紧绷廉洁从政之弦
恪守忠诚干净担当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今晚，海
口市政府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签署合作协
议，携手开展海口城市更新规划设计工作，同时聘
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孙安军为海口市城市
更新工作总顾问。

根据双方协议，海口市政府委托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以技术总承包的模式，开展城市更
新规划设计工作。在“推进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
城市建设，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城市体系，在

‘整体、系统、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形成全
国示范的总目标”的要求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认真梳理规划编制体系，搭建总体控制协调
平台，形成一个整体把握、长期有效、系统控制、微
观指引的技术服务层次。

中规院副院长王凯介绍，城市更新涵盖城市
总体职能更新、环境更新、人文更新、生态更新等
多方面内容，其中，人文更新是一大亮点。“海口是
海南历史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城市更新计划
就是要把这些文化资源找出来、串起来、用起来，
让海口的文化建设上一个台阶。”

“海口的城市更新计划近期目标为3年。”孙
安军表示。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在签约仪式上
表示，海口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是落实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对海口实施“一带一路”
和国际旅游岛战略以及治理城市顽疾、推动城市
健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海口要
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深化与中规院的
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和规模。让城市更
新为海口“双创”的升级版打下坚实基础，补足海
口城市建设的“短板”，加快建设国际化滨江滨海
花园城市。

携手合作推动城市更新

海口与中规院
签署城市更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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