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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二十七个全国助残日

海南全域旅游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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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三年时间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
红城湖支行从一个业务、队伍管理不
稳定的支行，成长为海南农行的标杆
支行，获农行系统“五一劳动奖状”，业
绩翻番，考核名列前茅；艰苦的网点有
人主动请缨、打发日子的员工成为业
务能手……这种蜕变，离不开全体员
工的努力，也离不开优秀的引领者。

孙瑜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雁”，
2014年接任中国农业银行海口红城

湖支行党委书记、行长的他，今年刚
刚获得“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称号。

“对待工作，不光要有热情，更要
有匠人情怀，对所做的事情倾注心
血。”孙瑜说他始终这么要求自己，也
这样教导员工。他常把“在工作中找
到乐趣，在乐趣中创造价值”挂在嘴
边，以身作则。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高级工程师孙瑜是学计
算机出身的，他善于思考、勤于总结。
在当行长以前，他做过金融系统的科
研人员，管理过电子银行、个人金融部
等主要业务部门，跨学科的知识储备

和多年多岗的管理经验，使他总结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员工队伍管理和企业
文化建设体系。

“农行海口红城湖支行是海口城
区网点最多、人数最多的支行，问题当
然也不少。”刚到这里时，孙瑜就发现
员工的负能量急需排解。他确立了

“树个人品牌、为自己买单”的核心理
念，独创了中层干部竞聘、员工竞岗
（轮岗）、城乡结对等特色机制，有效解
决了队伍稳定、职业公平、岗位激励等
关键问题。这一做法还被省行人力资
源部作为范例在全省推广。

把个人能力转化为品牌分，用制
度和规则来约束员工行为。孙瑜定了

规矩，优秀的业绩、奉献精神、综合能
力的提升都是加分项，员工每一份努
力终会累积成高分。“分数高的员工就
树立了个人品牌，在轮岗晋升中就有
了优势。”孙瑜欣喜地看到，红城湖支
行变了，员工们积极性明显提高。优
秀的主任，员工抢着跟；优秀的员工，
主任抢着要。

改革难免会动了一部分人的“蛋
糕”，有些员工不适应新的岗位和新的
奖励机制，情绪有了很大波动。

孙瑜不回避，不姑息，立足于“把
话说透、把爱给够”，尊重每一个员工
的想法，激发他们的“善”。在照顾员
工情绪的同时，孙瑜全力抓好基层岗

位的环境改造，把关心员工落到实处，
把艰苦的网点交流房打造得如家一般
温馨舒适。

“事情一步步有了好转，当初情绪
最激烈的员工都有了很大进步。有的
五十多岁了，却成了拉存款的能手；有
的一改往日心态，上班热情很是高涨，
还邀请我去他家里吃公期呢。”孙瑜言
语间难掩欣慰。

孙瑜说，“看到员工的转变和成长
带来的喜悦，一点不比业绩翻番带来
的少，我希望员工能多学技能，全方位
发展，积极融入时代，成为一个有种有
料、有情有趣的人。”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瑜创新管理获佳绩

头雁领飞优秀银行团队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丁平 孙婧
通讯员 罗虎

“老哥，坐好了啊，海上观音就在
前面啦。”5月19日，阵雨过后，三亚
南山景区内的石板路泛着水光，看到
坐轮椅的伙伴爬坡有些吃力，杜震东
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搭着轮椅，与伙
伴们缓步游览着。

杜震东参加的是全国残障人士
首届海南环岛无障碍体验活动——
来自辽宁、北京、宁夏、浙江、海南等
地的64位残疾人齐聚琼岛，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走进多个市县和景区，
体验无障碍驾车、出游、就餐等。此
次出行首站便选在了三亚。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出行无障
碍、生活更精彩”，提倡残障人士无障
碍出行活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残障
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生活，唤起社会
各界有关各部门对无障碍设施建设
的重视与完善，同时展示海南城市、
景区等处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

在这个特殊的旅游团中，轮椅、
拐杖等出行辅助工具必不可少，大家
互相搀扶、“搭”伴而行，一路有说有
笑，成为一道暖心风景。

“这边是长寿谷，能看到热带雨

林景观，海南山水好，有不少百岁老
人哩！”“财神殿建筑壮观、风格独特，
殿内可热闹了。”家住海口的杜震东
已是第三次到南山景区游玩，俨然成
了东道主，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向来自
广东的朋友介绍海南文化与景点风
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因40余年前的一场车祸，杜震
东自小便没了右腿，常年拄着拐杖出
行，也练就出一身好臂力。同行者上
坡困难，他便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推
着同伴的轮椅，一点点前进。

“下雨了，路面湿，要注意点啊。”
同伴不免有些担忧。

“老哥，放心吧，我们一起走。”杜
震东擦擦脸上的汗，借助左腿的力量
继续前行。

一段不长的路程，杜震东与同伴
走得虽慢，却能慢慢品味沿途风景。

“真美啊，能出来走走就是福气！”年
过半百的杜震东至今还没出过岛，和
他一样，大多数残疾人出行艰难，更
是发自内心地向往出游。

“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了，观
音屹立在海上，可壮观了！”目的地将
至，杜震东迫不及待地想将家乡美景
与远方的朋友一同分享。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弘扬劳模精神

19家风味美食店
获评“海南味道”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钟礼元 覃曼）在19日举办的2017“中国旅游日”
海南分会场暨“仲夏海口”全域旅游促销季启动仪
式上，由海口市旅游委联合海口市食药监局等单
位主办的“海南味道”2017海口风味美食店评选
结果揭晓，大椰小馆、椰语堂等19家风味美食店
脱颖而出。

活动3月20日启幕至3月31日报名截止，通
过海口旅游官网及微信平台、南国都市报等栏目
以及全市网络媒体、新媒体等发布海口美食店推
荐征集以及“第一美差”市民美食品鉴员招募信
息，短短10天时间收到共计596名市民游客及80
家风味美食店的报名。

结合此次活动，海口旅游委还将编制美食地
图，拍摄美食主题宣传片，举办营销活动，大力宣
传推介海口的美食。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计
思佳）昨天下午，海口突降暴雨，积水
路段最多曾达22处，南海大道、丘海
大道延长线等多处路段积水一度超
过50厘米。暴雨考验下，美舍河5个
生态修复示范段“从容”应对，水位保
持正常，显示出了“海绵城市”生态治
水理念对于保障水安全的功效。

昨天 17 时，在美舍河东风桥
——白龙桥生态修复试验段，亲水栈
道已被河水淹没，但河水并未漫上缓
坡。岸边由透水混凝土修建的慢行
车道上，雨水顺着慢行系统渗透下
去，没有形成积水。曾经的“三面光”
被火山岩毛石挡墙取代，一部分雨水

通过毛石挡墙的缝隙回到河道的浅
滩湿地中。

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亲水栈道的设计高程
在常水位以上30厘米，虽然在暴雨
情况下会被水淹没，但可以保证大多
数时间栈道具有较好的亲水性。另
外，自行车道是针对海口夏季高温多
雨、瞬间降雨量大的特点而设计的，
具有高透水性和高保水性。“以前下
暴雨河水会迅速上涨，现在透水自行
车道、毛石挡墙、亲水栈道以及两岸
的绿植等，因具有吸水、蓄水、渗水、
净水的作用，能够进行雨水涵养、雨
洪调蓄，充分体现了‘海绵城市’生态

治水理念。”
昨天18时，美舍河凤翔公园靠

近椰海大道处积水还有15厘米深，
但凤翔公园内河岸边、道路上都没有
明显积水。雨水顺着排水沟流进草
地内、边沟里，最终顺着管道流入美
舍河中。

中规院城镇水务与工程研究分
院能源所副所长王晨介绍，美舍河凤
翔公园利用公园内大面积的绿带空
间，构建起了海绵系统，可以蓄滞、净
化雨水，延缓峰值径流量，减少河道
排洪的压力。

此外，河道内原有硬质堤岸“退
堤还河”，扩大了行洪断面，增强了排

洪能力。最后，公园构建了生态岛，
“退塘还湿”，让鱼塘成为湿地空间的
一部分，增强了雨水调蓄能力，有效
缓解了下游防汛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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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说。

据了解，美舍河河道行洪断面
拓宽将近10米到20米的空间，目前
凤翔段构建的人工树岛和浅滩已完
工，乾坤湖与美舍河主河道已连通，
为蓄滞雨洪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弹
性空间。

“海绵城市”生态设计理念有力保证水安全

海口美舍河修复段经受暴雨考验

新城吾悦广场免费停车位被锁遭曝光

海口交警责令商家
拆除所有护栏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本报政音民声版19日
报道，在海口市新城吾悦广场路边画有白色标识
的电动车免费停车位被封锁，1号门旁边电动车
停车场有人看管收费两元。对此，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高度重视，当天立即责成辖区龙华区交
警大队前往现场处置，责令商家将所有护栏与警
戒线当场拆除，还路于民。

当天上午，海口市交警支队龙华大队南海路
区中队派遣警力前往新城吾悦广场处置舆情反
映的问题。经核查，新城吾悦广场人行道被封锁
情况属实，该处是商家开业时设置的临时停放
点，后因占用人行道公共用地被城管部门责令整
改，商家物业保安部怕误导市民停放，造成安全
隐患便用安全生产警戒线和移动护栏封锁。目
前，执勤交警已责令商家将所有护栏与警戒线当
场拆除，还路于民。同时，电动车停车场在自有
用地上收费情况属实，执勤交警已采集相关记录
报交至辖区派出所，派出所到场后对当事人进行
警告教育，并责令停止收费。

据了解，下一步龙华大队将加大辖区内的巡
逻，对违规占用道路情况的进行查处。

海口一酒吧
吊顶脱落伤20人
酒吧涉嫌擅自经营被取缔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昨晚，海口市金龙路一酒吧发生大型灯架脱
落事故，造成20人不同程度受伤，目前19名伤者
已出院，1名伤者仍留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由于该
酒吧存在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问题，龙华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已对该酒吧进行取缔，
事故处理和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5月20日23时50分许，海口市金龙路欧米
亚酒吧（工商营业执照名称为海口龙华汇馨休闲
餐吧）外场发生大型上下摇头灯架脱落事故。经
初步调查统计，此次事故造成20人不同程度外
伤，其中18名伤者接受医院简易治疗后于5月21
日凌晨各自离院，1人背部擦伤，21日傍晚已出
院；1人左手骨折仍留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无生命
危险。

经龙华区文旅局调查发现，该场所还未获得
《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涉嫌存在擅自从事娱乐场
所经营行为，依据相关规定，已对该酒吧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书》，依法强制停止其擅自经营行为，并按
法律流程对该酒吧予以取缔。同时，要求酒吧业
主妥善处置事故受伤人员及后续事宜。

龙华区安监局、住建局等部门仍在通过调查
问询目击者和查看监控录像、联系厂家核对参数
等方式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原因作进一步的核查。

此外，龙华区立即向辖区所有娱乐场所下发
《龙华区2017年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方案》，要求各娱乐场所要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
三，开展安全生产自主排查。龙华区文旅局协同
各相关职能局和所在镇街等单位开展娱乐场所拉
网式联合检查，及时梳理排查并整改安全问题，杜
绝此类安全隐患的发生，确保群众安全。

64名残疾人相聚琼岛体验无障碍出行

出行无障碍 生活更精彩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单
憬岗 通讯员韦宏金 商辉）记者今天
从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
心获悉，该中心科学家在我省发现8
类海南新记录蕨类植物，其中1类为
新记录属。专家表示，此次发现显示
了海南生态环境的优良。

在我省新记录到的蕨类植物，包

括1个新属——龙津蕨属，1个变种
——白斑凤尾蕨，7个新种——假斜
方复叶耳蕨、疏网凤了蕨、黑叶角蕨、
大羽双盖蕨、龙津蕨、羽叶新月蕨和
光羽毛蕨。目前，这些标本保存于中
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
心标本馆。

据介绍，科学家在俄贤岭海拔

900-1000米的石灰岩地区的常绿阔
叶林下，发现了龙津蕨，此新记录种隶
属于单种属的龙津蕨属，此属亦为海
南新记录属；在尖峰岭海拔1020米的
常绿阔叶林下发现了白斑凤尾蕨；在
俄贤岭海拔900-1000米的石灰岩地
区的常绿阔叶林下，发现了光羽毛蕨；
在霸王岭海拔1100米的常绿阔叶林

下，发现了假斜方复叶耳蕨；在霸王岭
海拔1000-1100米的沟谷常绿阔叶
林下，发现了黑叶角蕨；在尖峰岭海拔
850米的常绿阔叶林下发现了羽叶新
月蕨；在五指山海拔450米的山谷边
发现了疏网凤了蕨；在五指山市水满
乡海拔680米的常绿阔叶林下发现了
大羽双盖蕨。

海南发现多种新记录蕨类植物
其中一类为新记录属

海南约有蕨类植物450种
占我国蕨类植物（2452）种的 18.35%

昌江举办
古树芒果拍卖会
拍卖所得捐助昌江教育事业

本报石碌5月21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13.5万元一
次，两次，三次，成交！”随着拍卖师
落槌，以惊人价格成交的并非艺术
品，而是来自一棵千年芒果树上的
芒果。今天下午，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举办的“芒回唐朝·千年美味”芒
果拍卖品鉴会上，摘自千百年树龄
的芒果树上的 5箱芒果，共拍出了
44.6 万元的高价，而拍卖所得都将
用于助学活动。

作为2017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
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此次拍卖会喊
出了“为芒果树下的孩子们加油”的
口号。除现场拍卖外，28家爱心企
业和5位爱心人士还提前认捐了共
1530万元善款。其中，拍得唐朝芒
果的海南银风科技有限公司认捐
1000万元，在此前与昌江合作“云教
育”项目的基础上，继续助推昌江教
育事业发展。

原味主张椰子鸡、吉祥面包店、

铺前三婆糟粕醋、海口琼菜王美食村、

东方之猪四更烤乳猪、

海口龙泉人渔村、米烂君、

舌尖至尚、椰语堂、

皇马假日老街老爸茶馆、

么二抱罗粉、田园琼菜坊、

石山乳羊第一家、

饮盟果吧连锁、香世界庄园、

海口琼山春香土窑海鲜店、

海口琼山百味香园美食城、

大椰小馆海南特色风味餐厅、

冯塘绿园

5月19日，来自海口的杜震东（右）和一名外省残障人士在三亚南山景区相
伴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本报洋浦5月21日电（记者易
宗平）您对“四风”问题看不惯吗？
您能直言不讳敢于监督吗？中共洋
浦纪工委办公室向社会征选 20 名

“四风”监督员，报名即日起至 6月
20日止。

征选条件为：身体健康，有独立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正义感，
敢于担当，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敢
于反映；对与反对“四风”有关的规定
有一定了解，或有了解的积极性；工
作主动热情，关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的新形式、新动向；关注反腐的新
态势，新要求；能带头遵纪守法，严于
律己。符合这些条件，且在洋浦经济
开发区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公民，都
可以自愿报名参加。

洋浦征选20名
“四风”监督员
报名从即日起至6月20日

省博二期开放
首个周末迎参观潮
两天参观人次近万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尤
梦瑜）记者从省博物馆了解到，5月
20日、21日周末两天，省博物馆参
观人次近万人，其中，20日参观人次
达 6100 人 次 ，21 日 参 观 人 次 达
3700人次。

据了解，此前，省博物馆平时周
末单天参观约1000人次至2000人
次。5月18日，省博物馆二期展览正
式开放，开放当天参观人次就已达
5200人次。

记者注意到，周末前来参观的人
群以家庭为主，不少家长告诉记者，全
新的展览令人眼前一亮，别具匠心的
展陈设计为孩子们带来了趣味十足的
科普体验。

省博物馆从20日开始举办了“南
海奇游记——探秘‘华光礁I号’”亲
子活动，包括对“华光礁I号”沉船文
物的参观讲解以及南海奇缘、遗宝寻
踪、扬帆远航、天涯渔家4项趣味游
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海洋文化。
这一活动还将在5月28日、29日、30
日举办三期，8岁至12岁儿童的家长
可通过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平台
（hainanmuseum）了解活动详情并
进 行 报 名 ，也 可 提 前 拨 打 电 话
65238891来确定是否还有名额。

海南是国内单位
面积蕨类植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其中，海南特有种97种
约占总数的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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