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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单憬
岗）经过细致观察、缜密计算和科学分
析，我省气象专家研究海南风能资源分
布特征后指出，我省沿海风能资源以东
方感城为最大，其次为文昌月亮湾。

“海南是我国的海洋大省，海上风
能资源较为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潜
力。”省气象局专家邢旭煌介绍说，为
科学规划和有序开发风能资源，首先
需对目标所在地的风能资源进行评估
和摸底。为得到海南岛近岸和海上的
风能资源分布情况，科研人员先是利

用海南岛18个常规气象站和近岸9
座测风塔的风观测资料进行统计计
算，并结合数值模拟技术方法得出全
岛的风能资源分布情况，以及近岸的
一些风能参数。

邢旭煌主持了中国气象局新技术
推广项目“海南近海风能资源开发利
用研究”。他介绍说，海南岛主要受
冬、夏季风影响为主，冬季盛行偏北
风，夏季盛行偏南风。研究表明，海南
岛风速的空间分布呈沿海四周向内陆
递减状，海南岛近海风能资源空间分

布特征为西南部和东北部海域风资源
较丰富，其他地区近海风能资源次之；
海南岛西部和东部海域的年平均风速
超过8米/秒，年平均风功率密度超过
350瓦/平方米。沿海近岸地区则以
西南部的东方地区和东北部的文昌地
区风速较大，风资源较为丰富。海南
近岸风能空间分布特点与风速的空间
分布特点基本一致，其中西南部沿海
地区的东方感城风能最大，其次为东
北部沿海地区文昌月亮湾。

邢旭煌说：“东方感城风资源为3

级，近岸地区如东方的旦场园、文昌
月亮湾和木兰头、万宁的联丰和陵水
黎安则为2级，均具有风电开发利用
价值。”

经过综合测算，东方感城近海约
9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风能资源分布，
即东方感城近海风电场风能资源西北
部略好于东南部，理论计算感城年发电
小时数约为2800-3360小时。

研究还表明，就风电开发而言，强
度较弱的热带气旋（如热带风暴量级以
下）、台风和强台风的外围环流，可给风

电场带来较长的满发时段；但当热带气
旋强度较大或者台风中心过于接近风
电场时，风电设备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和
损坏，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

“该研究结果可作为地方政府规
划海南近海风电开发的依据，以及业
主开发海南近海风电场的经济效益评
估指南，以大力促进海南近海风电的
快速发展。”邢旭煌说，海南近海风能
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符合本省的节
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需求，还可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本省的经济发展。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文伟 张磊）5月22日，海口
公交集团二分公司工作人员收到来自
12345平台的消息，一市民称其老伴儿
5月18日早上曾在公交车上摔倒，司机
及时送其到医院检查治疗才转危为安，
希望找到没有留下姓名的司机，以示感
谢。经核查，这位司机是海口公交集团

二分公司62路公交车司机窦宏飞。
据了解，5月18日7时许，80多岁

的市民林先生在秀英公安分局公交站
乘坐62路公交车。上车后林先生找到
座位落坐，当车辆经过农垦仓库附近
时，他突然毫无征兆地从座位摔下来，
惊动了车上的乘客和司机。司机窦宏
飞随即在适宜地点妥当停车，将其扶回

座位，考虑到林先生年事已高脸色又很
苍白，在征得林先生和车上乘客同意之
后，窦宏飞第一时间将老人送至医院，
并背起他去急诊科就诊。基本安排妥
当之后，立刻返回公交继续运营。

经治疗，目前林先生身体无恙。
当天由于事发突然，他不知道司机的
姓名，不清楚所乘公交的车牌号。他

说：“对于别人也许是件小事，但是却
救了我一命，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由于林先生还在陆续检查身体，年纪
大了也不方便亲自去公交公司寻找该
司机。于是他老伴便通过12345平台
寻找该司机，表达感谢，也希望此类热
心助人的事迹能让更多人学习，发扬
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老人乘公交摔倒 司机热心救助不留名
事后受助老人通过12345热线找恩人致谢

本报嘉积5月23日电（记者许
春媚 通讯员冯玉）因部分村民不理
解，琼海市潭门镇依法推进的旧县村
委会下田上村违法建筑拆除工作曾一
度受阻，通过当地政府深入细致工作，
今天，下田上村24户村民的8326平
方米违法建筑拆除工作全部顺利完
成，拆除现场秩序井然。

据了解，此次琼海市潭门镇拆除
的违法建筑地块规划用途为耕地。早
在2013年村民陆续开始动工建设时，
潭门镇政府已依法下达过《责令停止
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但部分村民置
之不理，继续建设。随后，琼海市国土
局又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要求农户自
行拆除违法建筑，部分村民仍拒不执
行。2016年下半年琼海市人民法院
做出裁定，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强制拆
除。5月10日，琼海市依法组织人员
对这片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期间，下
田上村部分村民采取过激行为，导致
拆除工作受阻并暂停。

拆违工作受阻后，当地政府针对
村民的思想顾虑对症下药，发挥镇干
部和村“两委”班子的战斗堡垒作用，
深入做群众思想工作。通过耐心细致
的沟通，24户村民的工作终于全部做
通，今天，拆违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情理并重和谐拆违

潭门依法拆除
8326平方米违建

本报定城5月23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海青 莫焕先）近日，定安县森林公安局在打击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霹雳行动”中，经过历
时近2个月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获该起特大非
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日前，经检察机关
批准，犯罪嫌疑人陈某伟已被依法逮捕。

定安县森林公安局日前收到群众反映线索，
称在定安县定城镇某白鸽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
内，有人以养殖白鸽为掩护，多次收购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该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精干力量成
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

经过1个多月的缜密调查，民警一举在该合作
社养殖基地内当场查获17条疑似蟒蛇。经国家林
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查获的17条
蛇类为蟒蛇，均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近日陈某伟向森林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
交代了其非法收购、运输蟒蛇的犯罪事实。经检
察机关批准，犯罪嫌疑人陈某伟已被执行逮捕。

以白鸽养殖基地为掩护

一男子非法收购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捕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记者
罗孝平）今天，琼台师范学院举办美
术系2017届毕业成果汇报展暨首
届“丘濬美术奖”颁奖系列活动，鼓
励学生创作更多优秀艺术作品。

本次展览囊括了中国画、油画、
水彩画、版画、综合材料、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动漫设计、服
装设计等美术系所有专业方向的
200余件（组）作品。业内人士表
示，虽然学生的作品有的尚显稚嫩，
但展现着年轻一代的青春锐气与专
业才华，不落俗套，本次展出的美术
作品在创作技法与创新等方面都有
很大的突破。

琼台师范学院美术系是海南省
美术人才的重要输出地。近年来，
琼台美术系在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强调学生在艺术实践过
程中的思考，重视运用实践教学的
手段，提高学生的独立实践能力，在
校企联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宗
兆宣 通讯员符发 刘诗琦）为进一步
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方便企业就近
办理工商业务，省工商局近日分别与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工商银行海南
省分行、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和海南
银行四家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决定在这四家银行网点开展工
商注册无偿代办业务。

据了解，这四家银行将精选部分
网点，在营业大厅设立专门窗口，安
排专人代办工商注册业务。具体内
容包括：登记咨询、注册申请、名称预
先核准申请、收取申请资料进行初步
审查、协助企业进行网上登记、协助
送审纸质材料、代领营业执照年报公
示咨询等。由银行窗口人员为企业
提供工商注册代办和银行开户“一站

式”便利化服务。目前已在位于海口
海秀路的海南银行营业网点正式实
施，其他银行正在积极推进中。

据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与各大银行携手推行工商
注册代办服务，是“政银企”合作、实现
多方共赢的一种创新模式。省工商局
已着手与合作银行就商事制度改革、
登记流程、系统软件、金融产品等业务

知识和技能对各网点员工进行实战培
训，计划打造一支服务意识强、业务水
平高的专业代办队伍。下一步，工商
部门还将与各大银行深度合作，以融
资支持为重点，以信息互联互通为抓
手，以中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等为重点
服务对象，在信息共享、金融服务、管
理创新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共同助
力海南市场稳步健康发展。

办理工商业务越来越便利

我省四家银行将提供工商注册代办服务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邵
长春）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日前对全省
19个市县政府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2016年度防震减灾工作完
成情况进行了综合考评，今天召开的
全省防震减灾工作联席（扩大）电视
电话会议通报了考核结果。

经考核，三亚、海口、澄迈、东方、
昌江、定安、琼海、儋州、万宁等9个
市县政府和洋浦管委会为海南省
2016年度防震减灾工作先进单位，
文昌、临高、陵水、白沙、五指山、保
亭、屯昌、琼中、三沙、乐东等10个市
县政府为海南省2016年度防震减灾
工作合格单位。

去年我省防震减灾保障措施不

断完善，防震减灾责任全面落实，澄
迈、东方、昌江还将防震减灾工作纳
入市县综合考核体系实施考核；三
亚、海口、澄迈获全国市县防震减灾
工作评比先进单位，海口、三亚建成
全国地震安全综合示范社区。

同时，防震减灾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能力不断加强，澄迈积极推进桥
头地震台建设，琼海嘉积地震台数字
化水位观测资料获全国评比第三名，
有力推进了地震监测水平提高，我省
地震监测能力进一步增强。

目前除三沙外，全省18个市县政
府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积极加强
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程
抗震设防要求监管，三亚、陵水由政府

发文将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提高1档进行
抗震设防；洋浦将地震应急指挥平台
建设项目建设纳入年度经费预算，三
亚获全国地震应急指挥中心质量考核
获评先进集体。

但考核也发现一些问题，如屯昌、
乐东、琼海、琼中、临高、定安等6市县
未按相关要求落实防震减灾工作经
费，屯昌、乐东防震减灾工作经费严重
不足；陵水、五指山2市县未将防震减
灾工作纳入政府重大事项督查范围；
三沙地震工作机构建设不完善。同
时，乐东、琼中等市县未使用抗震设防
要求监管平台进行抗震设防要求事中
事后监管。乐东、保亭、五指山等市县

未开展抗震设防要求执法检查或执法
检查不规范。此外，文昌、白沙、屯昌、
琼中等市县还未创建省级地震安全综
合示范社区；万宁、临高、陵水、保亭、
屯昌、琼中、乐东等市县未开展地震应
急综合演练；洋浦和三沙未组建地震
灾害紧急救援队伍。

会议要求，各市县政府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
述为指导，切实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
领导，全面履行政府防震减灾主体责
任，建立完善防震减灾工作目标管理
责任制；加大抗震设防要求事中事后
监管力度，开展地震行政执法检查，
真正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落到
实处。

我省通报2016年度市县政府防震减灾工作考核情况

部分市县防震减灾工作有待改进

海南岛风速空间分布特点

万宁消防开展汛期
水域救援专业训练

本报万城5月23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王蕾 卢裕元）为扎实做好
今年汛期抢险救援工作，近日，万宁消
防大队针对汛期洪涝灾害和水域事故
多发的特点，紧密结合水域救援实际，
组织官兵开展各类水域救援训练。

据悉，每年6月到10月为我省汛
期及台风多发季节，万宁消防未雨绸
缪，把水域事故及抗洪抢险救援作为部
队夏季实战化练兵重点训练任务之一，
在每年雨季和汛期到来前，组织官兵集
中开展水域救援专业培训，参训人员从
各级指挥员拓展到士官、义务兵，培训
内容从单兵技能拓展到班组合成，确保
部队水域救援技能得到稳步提升。

琼台师范学院美术系服装设计专业学生通过走秀活动，展示服装设计作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岛近海风能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海南岛
西部和东部海域的年平均风速

超过8米/秒

海南风能资源如何分布？我省气象专家研究发现

东方感城风能最大 文昌月亮湾居次
呈沿海四周向内陆递减状

西南部和东北部海域风资源较丰富
其他地区近海风能资源次之

年平均风功率密度超过

350瓦/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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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师范举办首届
“丘濬美术奖”颁奖活动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今年的普通高考、高中基础会考即将举
行。为切实增强考生遵纪守法、诚信考试意识，提
升考试工作人员遵章执纪、严格自律意识，省考试
局今天决定在全省各普通高中开展2017年诚信
考试教育活动。

接受教育的对象包括参加今年普通高考、高
中基础会考的全体考生，普通高中学校的全体教
师，以及参加今年高考和高中基础会考考务工作
的全体工作人员。

省考试局要求，5月25日前，各校要充分利
用宣传载体，加强“诚信考试光荣、违纪舞弊可耻”
的宣传教育；通过召开家长会的方式积极向考生
家长宣传国家考试政策规定，教育子女诚信考试，
不支持、不协助、不纵容、不参与违规作弊活动。

5月28日前，各校要组织开展诚信考试主题班
会等活动；并组织考生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等，促
使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坚决抵制考试作弊。

考试前两天，各市县、设考点的普通中学要组
织全体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
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责任意识，严肃工作纪律，
强化考试管理，有效防范和自觉抵制考试作弊，切
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

省考试局部署
诚信考试教育活动

各校组织考生签订
《诚信考试承诺书》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黎文权）5月 20-21日，2017年第十五届“赛莱
默”杯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
青少年水奖中国地区选拔赛总决赛在广州举办，
来自海南华侨中学和东方中学的两名参赛选手分
别获得A类一等奖和C类二等奖，为水环境保护
带来创新创意和有效实践。

据了解，海南华侨中学参赛选手赵恪锐同学
设计的《可升降人行浮桥》项目获得A类水科技
发明类11-14周岁组一等奖，该项目打破人们对
道路的传统认识，在现有浮桥的基础上，设计出浮
起一定高度后自动卡紧，完成由浮桥向路面转化
的结构设计。而来自东方市东方中学参赛选手王
康颖同学的《水-生命之源》项目，则是以创意公
益广告片的形式向公众传播爱水、护水、节水意
识，获得C类水环境知识普及宣传类二等奖。

据了解，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
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地区选拔赛活动2003年
至今已连续举办15届，其中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
明比赛被誉为“世界青少年水科技诺贝尔奖”。十
五年来，全国先后有数10万青少年参加了该比
赛，累计获奖项目1000余件。

第十五届“赛莱默”杯全国中学生
水科技发明比赛落幕

我省两学子斩获两奖项

铺前大桥施工安全
体验馆投入使用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张璐 虞志林）近日，在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开展的

“安全生产月”活动中，中交一公局所承建的海南
铺前大桥工程第1合同段施工安全体验馆正式完
工投入使用，并在日前完成了首批学员的体验培
训。这也是我省首座针对跨海大桥的施工难点设
计建造的施工安全体验馆。

该体验馆共设计安装十余项安全体验项目，
分别为电子消防体验、安全帽撞击体验、脉冲电
流触电体验、渐强电流触电体验、安全帽撞击体
验、机械伤害之剪切体验、安全带体验等实操体
验项目与安保用品展示柜、钢丝绳展示柜、各类
电线及开关展示柜等以安保用品知识普及为主
的展示项目。

海南铺前大桥工程位于强震、强风、强腐蚀、
雷暴区域，大桥施工条件极为复杂，安全隐患系数
较高。该体验馆的十余项体验项目全面细致地为
大桥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源做了防御知识
普及与伤害提前体验，旨在将安全隐患的防范意
识深入每一位施工一线人员的心中，为铺前大桥
的顺利完工建立思想源头上的安全保障体系，为
大桥的早日完工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