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省深入推进生态
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实施林
业生态修复和湿地保护专项
行动提出的目标任务之一 湿地生态修复0.45万亩

确保完成

林业及湿地生态修复
7.38万亩

林业生态修复6.93万亩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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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波会见
挪威市政工会主席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海波在海口会见挪威
市政工会主席诺·麦特一行。 （鲍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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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陈雪
怡 特约记者邓韶勇 通讯员朱耀强）记
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今年我
省“两江一河”段首次纳入禁渔范围。

根据通知，今年是我省内陆水域
首次施行禁渔期制度，“两江一河”的

干流江（河）段为禁渔区，各市县可根
据本地实际，将其他相关河流、水库、
湖泊纳入禁渔范围。除休闲渔业、娱
乐性垂钓外，在规定的禁渔区和禁渔
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因养殖生
产或科研调查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

源的，应当按照规定，经省级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

省海洋渔业监察总队将加强执法
监督和指导，组织专项执法行动，联合
属地渔业主管部门进行拉网式执法排
查，切实保障禁渔期制度实施效果。

我省内陆水域首次施行禁渔期制度

“两江一河”流域禁渔期4个月

全省防汛防风防旱
责任人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邹小和）今天上午，我省2017年全省防汛防
风防旱责任人培训班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开
班，全省各市县分管三防工作的副市县长、水
务局局长、三防办主任及其他防汛工作重点
单位责任人参加此次培训，深入学习水旱灾
害应急管理、防汛管理以及山洪灾害防治等
业务知识。

此次培训班特意邀请了国家防汛抗灾指
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万海斌授课。培训采取梯
次培训的方式，先由省三防办组织水利专家为
省、市县级责任人进行培训，之后再由各市县
水务、三防办的业务骨干为乡镇、村级责任人
培训。

副省长、省防总总指挥何西庆参加培训班
开班动员仪式。何西庆指出，举办此次培训
班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部署而举行的。何
西庆对今年三防工作和培训班学习提出四点
要求：一要转变观念，从重救灾向重防灾转变；
二要心系群众，确保责任落实；三要掌握要领，
切实提高指挥决策能力；四要认真学习、刻苦
钻研、圆满完成培训任务。

本报文城 3月 6日电 （记者孙
慧 许春媚）闲时和村民一起采摘
蔬菜瓜果，忙时互联网远程监控农
庄里瓜菜家禽的生产和管理……这
样的休闲度假梦不久后就可以在
文昌市龙楼镇好圣村实现了。今
天，文昌市率先全省启动了“我在
海南有农庄”试点建设，将通过“互
联网+现代农业”技术，打造田园综
合体，提供产品认养、托管代种、自

行耕种、房屋租赁等多种私人订制
服务。

3月 3日，我省“我在海南有农
庄”专题会议召开后，文昌市委市政
府快速响应落实会议精神，经过调
研商讨后，把好圣村作为首个“我在
海南有农庄”的建设试点村庄来建
设，并投入资金加大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现在好圣村每天人来车往，
村口道路正在修整，椰林下的旅游

厕所已经雏形显现，村边的水田也
正在翻修改造，全村一派热闹建设
景象。

省农业厅休闲农业发展处处长
陈良介绍，好圣村作为航天科技小
康村，休闲农业资源丰富，同时目前
正在打造区块链餐厅、互联网展销
中心、航天瓜菜种植、航天创客民宿
等新业态板块，以“合作社+农民”的
开发形式，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

进一步盘活周边休闲农业资源，使
当地农民增收。

“作为休闲农业的新业态，农
庄不仅仅是让游客可以前来游玩
采购，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认养家
禽、果木，通过互联网可以参与到
农庄的农业生产与管理。”陈良介
绍说，比如现在好圣村的 2000 多
株椰子树，通过互联网平台已经被
游客承包认养，当地农民的椰子收

入也从每株一年 50 元提高到了
100元。

据了解，目前龙楼镇政府已带动
好圣村村民成立了好圣全域旅游专业
合作社和好圣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好
圣村村民将以土地入股、土地租赁等
形式与各商家合作。各业态板块一旦
落成，将优先安排红海村委会的村民
就业，政府也将大力扶持村民种植航
天育种瓜菜。

坐落于文昌市铜鼓岭山脚
下，毗邻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
区，是一个仅有11户68口人的
小渔村，交通便捷，基础设施较
为完善。

2016年，文昌市将好圣村
命名为航天科技小康村，合力把
好圣村打造成融合航天文化和
民俗文化，集旅游观光区、旅游
特色产品体验和展销区为一体
的美丽乡村。

2017年1月，好圣村成为中
国首个村级全球商业区块链创
新联盟村庄，大力发展大数据、
物联网、互联网、旅游等区域块
链产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好圣村

通过“互联网+现代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提供多形式的私人订制服务

文昌率先启动“我在海南有农庄”试点

本报海口 3月 6日讯 （记者杨艺华 通
讯员符传涛）记者今天从海南检验检疫局获
悉，近日，由海南某公司进口的360尾、42千
克斑节对虾（种虾）从泰国运抵海南，并经现
场检验检疫后顺利运抵位于文昌市的培育
基地。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进口种用斑节
对虾。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对虾生产国，年产量
134.8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0%。我国对虾虾
苗主要分为一代苗、二代苗、普通苗。由于一代
苗与二代苗和普通苗相比，具有生长快、适应性
强、抗病能力强、个体均匀等优点，倍受国内养
殖户的青睐。文昌是我国南美白对虾一代苗繁
育的主要基地，养殖面积和产量占全省总量的
80%以上，从2001年开始进口南美对虾繁育一
代苗并销往海南本地及广西、广东、福建、浙江、
江苏、山东等省份。

此次进口的斑节对虾是对虾属中最大的型
种，也是当前世界上三大养殖虾类中养殖面积
和产量最大的对虾养殖品种，是深受消费者欢
迎的名贵虾类。此次引进的泰国种用斑节对虾
个体较大，能耐高温和低氧，抗病能力强，既能
耐长途运输，又能保持长时间的连续产卵。该
批种虾的成功引进，填补了海南斑节对虾养殖
的空白，有助于文昌乃至海南对虾养殖业的多
样化、可持续发展。

据悉，清澜检验检疫局为加快口岸通关速
度提前两个小时候场，核对货证、包装检查、采
样封样、连夜送检，并从种虾到达临时隔离场到
隔离检疫期满的各个环节严格监管，防范安全
风险发生。

我省首次进口
种用斑节对虾
填补斑节对虾养殖空白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罗轶奇）今天下午，全省林
业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专项打击行动
大会在省林业厅召开，会议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会议强调，要一
手抓生态修复，一手抓专项打击，统筹

开展林业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工作，
守护全省林业和湿地资源“宝藏”。

会议强调，在抓好生态修复的同
时，要持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遏制
非法占用林地及湿地、破坏森林及湿
地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势头，打出

“生态修复”+“专项打击”组合拳。
在生态修复方面，全省林业系

统今年将全面开展台风损毁林地修
复、老残林更新、“四边两区”（城边、
路边、村边、水边；自然保护区、天保
工程区）复绿行动、低质林林相提
升、损毁山体修复、湿地保护与恢
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火和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等行动。为保护
好“海南之肾”，今年海南将对全省
480万亩湿地进行总量管控。

在专项打击行动上，今年全省
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将全面开展打击
非法占用林地及湿地、破坏海防林
及湿地资源等犯罪行动及 2017 利
剑行动。

我省部署安排林业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工作

生态修复+专项打击 守护资源“宝藏”

山清水秀乡愁在 最美之地看海南

我省“河长制”公示栏将
启动二维码

扫扫码，
就知河道怎么管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
孙慧 通讯员邹小和）记者今天
从省水务厅获悉，今年我省要
全面推行“河长制”管理，并在

“河长制”公示栏启用二维码，
市民群众通过扫码可获知河道
管理的基本信息，便于监督河
道治理。

今年，我省要全面推行“河
长制”管理，为保持河道长效保
洁，水务厅将启动河道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在全省所有河道
旁设置“河长制”公示栏设置二
维码，通过扫码可获知河道的
确切位置、基本信息以及河长
资料，还可及时跟进监督河道
的治理情况，如有发现污染或
治理存在问题便可举报督促河
长跟进整改。

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要将“河长制”管理与工作绩
效考核挂钩，并建设河长指挥信
息系统、推进“河长制”工作的长
效管理机制。

建立河长实时信息平台，有
效推进“河长制”工作信息互通
等“互联网+”模式，有效实现

“高效、精准、科学”的工作推进
模式。

3月6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第十六届海口冼夫人文化节开幕式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
的干流江（河）段首次纳入禁渔范围

两江一河

禁渔时间
(3月1日起至6月30日)

海口冼夫人文化节主会场民俗活动精彩不断

融合民俗文化 发展全域旅游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邓海

宁）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九，第十六届海
口冼夫人文化节进入高潮，祭祀开光、
舞狮表演、装军出游、武术表演、千人
军坡宴……各类极具民俗特色的活动
在节日主会场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闪
亮登场，让市民和游客既一饱眼福，又
大饱口福。

上午10时许，冼夫人文化节文艺
演出在《战鼓》《巾帼女儿情》《十里长
街披红挂绿》等民俗节目中拉开了序
幕。而在文化节会场的一旁，新坡特
色农产品展销会正在这里举行，向前

来参加冼夫人文化节的市民游客推介
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现场展出的文
山鹅、鹧鸪茶、新坡鸭蛋等特色农副产
品不仅让市民游客一尝原生态无污染
美味的愿望，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收入。

15 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上
百名村民汇集成“装军”的海洋，
令 旗 高 高 飘 扬 ，一 片 热 闹 地 景
象。“装军”巡游是模仿冼夫人在驻
地开府设帐时，阅兵行军的仪式而
举行的一种群众性纪念活动，也是
冼夫人文化节最具特色的内容，巡

游仪式将当天的节日气氛推向了
高潮。

据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冼夫人文化节积极探索民
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增
加了千人军坡宴、冼夫人民俗文化
一日游等活动，并开通了骑楼老街
至冼夫人文化节活动现场的穿梭巴
士，方便游客参与。接下来还将不
定期组织冼夫人民俗文化一日游等
活动，让来到海口旅游的外地游客
能更多地了解传统民俗活动，推动
全域旅游发展。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冯家杰）今天上午，公祭冯宝冼夫人典礼活动在
海南冯宝冼夫人纪念馆广场前举行，来自泰国
以及香港、广东等地，加上海南的上百名民众身
穿汉服，公祭冯宝冼夫人，弘扬和传承冼夫人爱
国主义精神。

上午9时许，百余名民众身着汉服，在海
南冯宝冼夫人纪念馆广场前焚香致礼、祈诵福
文、行吉礼、许下美好愿望，共祝伟大祖国繁荣
昌盛、国泰民安，成为活动中独特的风景线。
公祭礼后，进行了极富海南传统特色的装军出
征表演，生动精彩的舞龙、舞狮等充满了浓郁
的民俗文化气息，以及木偶戏、祭祀活动等，吸
引了近千名群众观看，人群中时不时爆发出热
烈的欢呼。

“冼夫人在海外的影响力非常大，非常高兴
回乡参加公祭冯宝冼夫人典礼活动，让海外宗
亲子孙后代数典认祖。我经常告诫子孙，我们
的根在琼州，脉在海南，每年我都会组织泰国乡
亲回乡蔼祖，拜祀先贤。”泰国海南商会名誉会
长冯裕德告诉记者。

海南省冯氏宗亲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年
的农历二月初九，群众都会集中到冯宝冼夫人
纪念馆广场前举行装军出征表演等民俗活动。

海外华人来琼
公祭冯宝冼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