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海口生态文明建设

相关链接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周
晓梦 邓瑜）近日，一名海南观鸟会会
员在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
时，发现一只漂亮的“白鹭”，后经确
认为黄嘴白鹭，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此次发现，也是海南近十
年来对黄嘴白鹭的第二笔确切记录。

据了解，4月23日，海南松鼠学
堂的“小小导览员”课程在东寨港举
行，当天参加活动的一名海南观鸟会
鸟友“唐唐妈”（网名）在滩涂上观鸟，
发现并拍摄到了一只漂亮的“白鹭”，

“白鹭”脑后披着冠羽，嘴大部分是黄
色，脸颊带蓝色。“感觉既熟悉又陌
生，不确定它是什么白鹭。”该鸟友表
示，因为黄嘴白鹭非常罕见，大家在
现场并没有认出。

经全球环境基金（GEF）海南湿
地保护体系项目宣教专家卢刚确认，
镜头拍下的正是黄嘴白鹭。“这是十
年来海南第二笔确切的记录，还是繁
殖羽。”卢刚告诉记者，上一笔记录，
是2006年1月在临高彩桥保护区拍
摄到一只非繁殖羽黄嘴白鹭。

卢刚介绍，繁殖羽是指繁殖期间
的鸟类羽毛，繁殖期羽毛会更艳丽，

特征显著。目前这只黄嘴白鹭已经
进入繁殖季节，东寨港是否还有更多
的黄嘴白鹭？接下来，东寨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将继续跟
进监测。

黄嘴白鹭现身东寨港
为十年来海南第二笔确切记录

黄嘴白鹭（学名：Egretta eulo-
photes），也叫白老、唐白鹭，珍稀水
禽，中型涉禽。体长 46 厘米——65

厘米，体重 320 克——650 克。雌雄
羽色相似，通体白色。嘴、颈、脚均
长。夏季嘴橙黄色，眼先蓝色，脚黑
色，头顶至枕部有多枚细长白羽组成
的丛状羽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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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报
一起玩忽职守问题
9名干部被问责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刘操 罗安明
通讯员魏小青）记者近日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东
方市纪委日前发出《通报》，对该市东河镇9名
干部玩忽职守问题进行全市通报，要求党员干
部要以案为鉴，从中汲取教训。

《通报》指出，清明期间，东方市东河镇金炳
村发生森林火灾，该镇镇长兼防火指挥部指挥
长符光强、分管农林工作的副镇长兼防火指挥
部副指挥长李泽锋玩忽职守，贻误救火工作。
依据有关规定，经东方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对直接责任人符光强、李泽锋进行问责，给予符
光强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李泽
锋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按科员安排）；
对该镇党委书记符进彬、组织委员蒋潇翔进行
诫勉谈话，东方市委对符进彬、符光强作出组织
处理，分别免去二人现任领导职务。

另外，东河镇纪委监察室对当日值班人员
及相关责任人5人进行问责，给予党政纪处分4
人，约谈1人。

陵水开展
十大美食评选活动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记者林晓君）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十大美食评
选活动，旨在宣传当地特色美食文化，
提高陵水美食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次活动投票时间为即日起至5
月1日。网友通过关注“陵水微商务”
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活动链接页面
便可以为心仪的美食投上一票。

记者从投票页面上看到，参选的
陵水美食包括：陵水酸粉、文罗鸭、光
坡鸡、黑山羊、沙虫干、疍家气鼓鱼粥、
琵琶蟹、马鲛鱼、椰香牛、酒糟空心菜
酸等24种当地特色美食。

据介绍，此次活动评选标准为：
“味感”鲜美纯正，符合成品本身咸甜
鲜香等口味特点；“质感”选料精细，用
料配比准确，工艺规范；“观感”规格一
致，色泽自然，装盘美观。

乐东黄流商贸城棚改
项目预计8月底完工
肯德基、中视影城等已确定入驻

本报抱由4月25日电（记者
袁宇）机械轰鸣，吊楼高悬，钻机、
通风袋等不停工作。昨日上午，位
于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的黄流
商贸城棚改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火
热。4月以来，该项目取得重大进
展，其中棚改用房主体建设已经封
顶，进入室内装修阶段，其余商住
房预计今年8月底完工。

据了解，黄流商贸城项目包含
商业区、农贸市场、住宅区等，项目
占地总面积7.4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28.6万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
资 14.8 亿元，已完成投资 9.58 亿
元。目前该项目商业区与农贸市
场主体结构均已完工，并已进入装
修阶段；住宅区主体结构已完成
82%，其中棚改用房已封顶，并进
入室内装修阶段。

招商方面，目前肯德基、中视
影城等大型项目已确定入驻，将为
游客及当地居民带来更加丰富的

“吃、住、行、游、购、娱”体验。

本报海口 4 月 25 日讯 （记者
计思佳）今天下午，海口市外事侨务
办公室、海口市外国专家局举办了
海口市首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颁证仪式。据了解，4月以来，在国
家和省外国专家局的指导下，海口
承接落实“两证整合”任务，即“外国
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入
境就业许可”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全面实施新的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制度。

据了解，之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人
被分为外国专家和普通外国就业
者。从今年4月份开始，外国人来海
口工作，不再区分“外国专家工作许
可”和“外国人就业许可”，直接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分为A、B、C三类，按标准实行
管理。该证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制
作，卡面载明姓名、性别、国籍、类
别、发证日期、发证机关、许可编号、

照片等信息，内置RF芯片，实行外
国人一人一码，终身不变，动态记录
其在华工作管理、服务、信用记录等
情况。

证件正面右下角还加载有二
维码，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方
式得到证件中集成的更为详细的
信息。

新制度实施后，从办理的过程来
看，大大简化了手续。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申请人在入境前，可在线打印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通知》，无需上
门领取。尤其是符合条件的外国高
端人才，可在简化申请材料、缩短办
理时限、先入境再申请等方面享受

“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服务。而
且根据所签合同，为高端人才签发的
工作证的有效期最长可以达到5年，
提供给高端人才更多的便利。

据统计，海口市实施新制度不足
一个月，已有30多家用人单位在新
系统注册，部分单位已提交了申请。

海口发出首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全面实施新的工作许可制度 工作证有效期最长5年

病重“候鸟”老人转广州就医

三亚火车站
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丹惠）“我母亲4月10日突发脑淤血。现在
病情好转了，我想带她去广州继续治疗，能帮我
们买3张明天去广州的火车票吗？”4月24日，
一位中年女士站在三亚火车站售票厅重点旅客
服务窗口前问道。

得到消息后，客运值班员彭红斌赶来进行
沟通。据了解，该旅客是沈阳人，长期在三亚
市工作生活。她的母亲于女士今年66岁，去
年12月来三亚过冬，前不久突发脑淤血住院，
现在需转送到广州接受进一步治疗。

彭红斌了解情况后，立即为她买了3张25
日早上6时30分从三亚去广州的车票。由于
于女士无法走动，需乘坐120救护车进站，彭红
斌告诉了他们第二天乘车进站的流程和路线。

4月25日一早，于女士的两个女儿陪她一起
乘坐救护车来到了车站，彭红斌立刻通过电台通
知汽车通道为于女士开辟绿色通道，并引导救护
车停在她所乘车厢的门口，并协助医护人员将于
女士护送到列车上。列车驶出后，彭红斌又将重
点旅客情况告知广州站，以便广州站作好接站安
排。三亚火车站为重病旅客开绿色通道的行为
获在场旅客点赞。

收现金收房产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原董事长孙南峰一审
获刑三年半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丁平）2016年
3月7日，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
书记孙南峰（比照正处级管理）主动到海口市人
民检察院投案。日前，海口市琼山区法院认定
孙南峰为自首，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5万元。

琼山区检察院指控，2008年9月18日，海
口市燃气集团公司和海南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
协议，合作开发位于海口市金贸区北玉沙村北
侧的“海岸金城”项目。2009年8月至2016年
3月期间，被告人孙南峰历任海口市燃气集团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为了取得孙南
峰的关照和支持，顺利推进“海岸金城”项目建
设，周某华共计送给孙南峰现金15万元和以
146.5422万元购买的房产一套（含车库一个）。

琼山区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被告人孙南峰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孙南峰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其已全部退还赃
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本报海口 4 月 25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叶媛媛）海口美舍河水环境
综合治理项目备受关注。除了治理水
体达到水清岸绿，该项目在推进过程
中充分运用生态治理理念，也是海口
构建海绵城市试点工程。

4月24日下午，海口突降大雨，
局部暴雨。当天13时至15时，海口
中部乡镇最大降雨量已达 92.1 毫
米。在不少路段出现积水的情况下，
正在打造“海绵系统”的美舍河在首场
大雨“考试”中表现优良。

昨天17时许，在美舍河东风桥

——白龙桥生态修复试验段，记者看
到河道水面上涨后，亲水栈道被淹
没。雨停后，河道水面渐渐降低，被淹
没的亲水栈道又重新出现。同时，曾
经的“三面光”被毛石挡墙取代，在雨
水的冲刷下毛石挡墙显得格外干净。
在河岸上的透水混凝土慢行车道中，
雨水顺着“慢行系统”一点点渗透，没
有形成积水。

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海绵城市建设分院实施负责人郑军彦
解释，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亲水栈道的
亲水性，设计高程在常水位以上30厘

米，虽然在暴雨情况下栈道会被水淹
没，但可以保证在大多数时间栈道具
有较好的亲水性。

另外，毛石墙选用海口火山岩为
原材料，通过土壤下渗净化雨水，一部
分雨水通过毛石挡墙的缝隙回到河道
的浅滩湿地中。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美舍河凤翔
公园段。绿地草皮都是湿漉漉的，路
面没有积水，河面水位正常。

“在昨天大降雨的情况下，美舍河
治水成果初显，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对初期降雨的水污染的降解，
另外是在降雨增大后提供滞蓄雨洪空
间。”中规院城镇水务与工程研究分院
能源所副所长王晨说。

王晨进一步解释，该项目利用公
园内大面积的绿带空间，构建起

“渗、滞、蓄、净、用、排”六位一体的
初期雨水净化海绵设施，可以将周
边汇集过来的雨水在项目内进行滞
蓄与净化，水质较好的生态用水可
用于河道补水。

另外，把河道内原有硬质堤岸
“退堤还河”，打造内河湿地，构建出
土壤、植物和微生物可以充分融合的
空间，可以将一部分初期雨水和污染
物通过内河湿地再次进行净化后排
入河道内，解决了初期雨水对河道的
污染问题。

“24日大雨前后，我们对水位进
行了监测，在降雨之前水位高5.8米，

最高峰时水位近6.2米。也就是说，
通过40厘米的水位高差起到了调蓄
雨洪的作用。”王晨介绍，美舍河项目
更重要的功能是对大流量的洪水进行
行洪排涝，“整个河道的行洪断面拓
宽，构建了浅滩和生态岛，为行洪和排
涝提供了弹性空间，在高水位情况下
提高了排洪能力。另外，通过‘退堤还
河’、‘退塘还湿’构建起软质的生态的
修复空间，对上游来水能起到滞蓄雨
洪的作用。”

王晨说，如果根据气象情况，有效
控制下游泄水，在大洪水来临之前，将
水位放低，经测算，从凤翔公园到上游
的沙坡水库这一河段，能够滞蓄雨洪
的空间将达到50万立方米。

海口美舍河治水首次通过大雨考验
初期雨水污染获降解 行洪排涝能力增强

4月22日，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的黄流商贸城棚改用房主体建设已经封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黄嘴白鹭。 （海南观鸟会鸟友“唐唐妈”供图）

三亚人民医院
引入救援直升机
有效救援半径为150公里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
孟杭）4月25日，三亚市人民医院新急诊大楼
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为5560.78平方米，是目
前我省最大的医疗急救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急
诊楼还建成直升机停机坪，引入空中紧急救援
直升机，将打造可以覆盖我省南部区域的“空中
120”。

据悉，三亚市人民医院与上海金汇通用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引入空中紧急救援
直升机。这架型号为AW119，经过专业医疗构
型改装的直升机，有效的救援半径为150公里。
机舱内呼吸机、除颤监护仪等急救设备俱全，相
当于一间小型“空中ICU”。

三亚市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新急诊
楼解决了原有急诊科空间狭小、流程不科学等
突出问题，同时增加了直升机医疗救援，将致力
打造覆盖我省南部区域的“空中生命线”。

海口首家全智能
停车楼将投用
可预约停车、取车

本报海口 4 月 25 日讯 （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肖念）针对海口机动车
辆的快速增长情况，海口市科工信局
积极引导企业以信息化手段参与城市

“治堵”，位于海口世贸片区的滨海国
际中小企业总部基地响应政府号召，
建起了海口首个全独立、全智能停车
楼，该停车楼将于6月1日投入使用。

停车楼位于滨海大道117号，一
共10层，投资2000万元。滨海国际
中小企业总部基地管委会主任杨国贤
介绍，停车楼占地780平方米，能提供
336个停车位，停车楼停车、取车仅需
40秒到2分钟。下一步还将开发手
机APP，届时司机可通过手机APP预
约停车、取车。

据介绍，司机只要把车辆驶入停
车楼车位里，然后下车取卡、刷卡，系
统将自动把车辆停好，司机取车时
只要刷卡，系统就会自动把车辆停
到司机当时的车位，停车费初步定
为5元/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