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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2日应约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上
个月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很好的会
晤。我们作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双方应
该继续按照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
识，加强对话与沟通，推进各领域交
流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将对中国进

行的国事访问，两国工作团队要共
同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汉堡会
晤后再次同习近平主席通话。我
同习主席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
协调、两国加强各层级和各领域
交往十分重要。当前，美中关系
发展态势良好，我相信可以发展
得更好。我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
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在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

岛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当
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
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
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方
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
题妥善解决。

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
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作
用，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就共同关
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
切沟通。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我省今年已完成
林业及湿地生态修复5万多亩
占全年总任务的71.8%

本报金江8月12日电（记者孙慧）记者今天从在
澄迈召开的全省生态修复和湿地保护暨造林绿化现场
交流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已完成林业和山体生态修复
及湿地生态修复5.31万亩，占2017年全年总任务的
71.8%。

截至今年7月底，海口、文昌台风灾后恢复造林
4800亩，全省桉树、橡胶等老残林更新3.1万亩，“四边
两区”造林复绿6300亩，损毁山体修复2000亩，低质
林林相提升8000亩，湿地生态修复1000亩。

山体修复已经全面铺开。其中三亚市已经对25
个山体修复项目进行了立项，海口、昌江、万宁等市县
已经完成了山体修复的规划设计；陵水黎族自治县退
果还林工程完成了规划设计，计划年底前完成退果还
林500亩。

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稳步推进。全省480万亩湿
地资源已依据归属地划分至各市县管理，各市县结合

“多规合一”工作基本完成了湿地生态红线的划定，
322.9万亩湿地已被纳入生态红线范围，纳入红线比例
达67%。

陵水、儋州、东方等沿海市县目前就退塘还湿及红
树林造林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其中陵水计划年底前完成
红树林生态修复3000亩。

砥砺奋进的 年 走基层看变化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如今立着火箭发射塔架的地方，
曾立着她的祖屋；曾离家闯荡的她，
如今回到家乡创业。她的生活因火
箭而改变。

“去年5月，赶在火箭首飞前回
到家乡，放弃了深圳的发展机遇，但
见证了龙楼的闪耀，我觉得我的选择
是对的！”近日，符妙金告诉记者。

作为土生土长的文昌龙楼人，离
乡多年的符妙金抓住“航天效应”，回
到家乡打拼出了一番新事业。

“乡亲们住上了‘联排别墅’，镇上
的酒店拔地而起，身为龙楼人，都觉得

很自豪。”走在家乡宽阔的街道上，符
妙金看见的是曾经的家园和我国唯一
的滨海航天发射场融为一体，感受到
的是95%绿化率的发射场区与600米
外烟波浩渺的大海遥相呼应。

航天城的拔地而起，点亮了龙楼
人发展的梦想。

“镇上的超市开了好多呢！”回到
龙楼，镇上大大小小的超市曾让符妙
金眼前一亮，“龙楼的名气起来了，商
业气息也浓了。”

不仅是超市，在龙楼，东北菜、川
湘菜、海鲜馆，曾经靠海吃海的龙楼
人，味蕾有了更为丰富的体验，远道
而来的游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外

地消费者游览航天小镇的同时，本地
的海鲜也让他们赞不绝口，这是机
遇！”符妙金说。

家早已不在海边，符妙金的哥哥
符典却没落下捕鱼的技巧，捕捞上来
的新鲜海产就在自家楼顶上晒干加
工，符妙金便将其通过网络渠道销
售。“一开始只是通过微信推广，没想
到大大低估了产品受欢迎程度。”符
妙金笑道，网店订单不断，还有不少
北上广的消费者点名就要龙楼海产。

“还记得长五首飞的时候，龙楼
的人气可旺了。”符妙金说，在深圳奋
斗的经历，教会了她如何发掘商机，

“每到火箭发射，海边那一座座酒店
里居住的旅客，就是我最好的客源。”
符妙金一边整理着海货，一边谋划着
再把生意做大。“铜鼓岭脚下的酒店
一座接着一座，镇上的宾馆也越开越

多，龙楼的接待量在不断提升，火箭
发射给我们带来了遍地商机。”符妙
金说。

从鲁能希尔顿酒店以及鲁能·山
海天项目坐落的淇水湾8公里海岸
线，再到月亮湾沿线的旅游地产，龙
楼能够吸引游客的已不仅仅是火箭
发射，美丽海景也备受欢迎。“滨海旅
游公路、文铜线公路修好后，自驾游
客是越来越多了，看看车牌，省外的
都有不少。”符妙金说。

“今年春节，在航天科普中心工
作的嫂嫂忙着接待游客，我在家里忙
着发货，一家人都没休息。”正是游客
们的青睐，让符妙金决心开办自己的
海产品及农特产品公司。

走家串户跟当地渔民收购海产，
把龙楼周边的地瓜、西瓜等特色农产
品摆上货架，符妙金丰富了货源，也

到市场机遇更多的文城镇把公司开
办起来。“龙楼也有越来越多农户开
始尝试借助航天效应做生意啦，旅游
这么火热，增收途径只会更多。”符妙
金说。

“听说铜鼓岭脚下的好圣村也借
着‘航天效应’搞起了美丽乡村，我这
个龙楼人还没去过呢。”手里的货还
没发完，符妙金计划着给自己放个
假，再好好看看龙楼的变化。

从在深圳打拼到返乡创业，从卖
自家海产品到收购渔民海产品，从在
网上销售到在县城开办公司——随
着龙楼的航天旅游越来越热，符妙金
的生意也越做越火。

如今，越来越多的龙楼人，正踏
着符妙金的脚印，从外地回到龙楼发
展，借“航天效应”助推家乡巨变。

（本报文城8月12日电）

航天效应引领文昌龙楼小镇发展，越来越多人回到家乡创业

“火箭发射给我们带来遍地商机”

三亚周边海域
又现新海豚群

本报三亚8月12日电（记者林诗
婷）“海洋精灵”海豚畅游三亚海域近
日成为热门话题。记者今天获悉，中
科院深海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11
日在三亚周边海域又发现一海豚群。

8月11日，中科院深海所海洋哺
乳动物研究团队在三亚海域执行任务
时，再次发现一海豚群，并用视频记录
下珍贵的一幕。视频中，十余只海豚
随船而游，在湛蓝深海中畅快穿梭，速
度较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李卫
东介绍，这群海豚较8月9日发现的
长吻飞旋海豚有所不同，其背部呈浅
灰色，种类还有待考究。

据悉，近年来琼岛“蓝色经济”逐渐
崛起，海洋科研备受关注，海南通过加
大科研投入、提升教育资源水平、完善
优化科研设备、引进顶级科研团队等多
举措，助力海洋科研。中科院深海所自
成立以来，已采用渔民问卷调查、搁浅
记录收集以及海上考察等方法开展了
一系列生态学研究，初步获得了海南岛
近海海域海洋哺乳动物物种组成、分布
规律以及受威胁因子等信息。

“海南近岸海水绝大多数属于一类
标准，位居全国前列，促进了海豚等对
生存环境要求较高的海洋生物繁衍生
长。”李卫东表示，以往海洋科研团队主
要借助肉眼观察、相机抓拍等方式观察
海洋生物，如今我省科研技术水平不断
提升，逐步与国际接轨，水下无人机、航
拍等多元监测手段的应用，将进一步助
推海洋科研成果愈加丰富。

扫码看海豚畅游
视频拍摄：中科院
深海所海洋哺乳
动物研究团队
视频剪辑：李玮竞

码上读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短评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孙
婧）今天，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我省移交第二批群众来信来
电举报投诉件51件，加上首批移
交的 40 件，两日累计移交了 91
件。从11日夜间起，我省多地已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积极开展调
查和整治工作。中央环保督察组

将按照边督察、边移交、边整改的
原则，全力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关切
的环境问题。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获悉，这次移
交的51件举报投诉件，反映了水、
噪声、大气、垃圾、油烟、生态等69
个环境污染问题，涉及18个市县

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相比昨日，今
天新出现了土壤、扬尘、重金属、光
污染等4类环境污染问题。并且，
群众还反映海南部分沿海区域退
潮时海滩出现垃圾的情况。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这批举
报投诉件当晚已全部转交相关
市县。各地第一时间研究确定

整改方案，让环保督察交办问题
不过夜。

对于各市县已经陆续开展的
整改工作，中央环保督察组会根据
反馈情况，督促各地依法公正查
处。并在下一阶段，对个别案件进
行现场核查。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二批举报投诉件51件
边督察边移交边整改 多地采取措施解决群众关切问题

8月11日晚上，中央第四环境
保护督察组将第一批40件群众来
电举报投诉件移交给我省后，相关
市县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连夜整
改，有的市县还要求24小时内要有
整改反馈，这充分体现了事不过

夜、马上就办、立行立改的态度，也
反映出我省抓好相关环境问题整
改的坚定决心。

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
交的这些群众举报投诉件，是广大
群众充当“环保耳目”，积极参与环

境保护、协助解决环境问题的体现，
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建设美好生活环
境的期待。回应群众的呼声与诉
求，就是要抓好移交问题的整改。

问题早一日解决，环境就会早
一日向好。所谓“态度决定行动，行

动决定成效”，对于群众反馈的各项
环境问题，各市县、各部门都应以高
度负责的态度，即知即改、立行立
改、真抓实改，做到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着落，才能不辜负群众的期待，
守护好海南发展的“最大本钱”。

立行立改抓好环境问题整改

本报博鳌8月12日电（记者梁
振君）今天晚上，省长沈晓明在博鳌
会见了新加坡莱佛士医疗集团执行
董事长吕俊旸一行。

沈晓明代表海南省委、省政
府和省委书记刘赐贵对吕俊旸一

行表示欢迎。沈晓明说，医疗健
康产业是海南大力发展的十二大
重点产业之一，海南医疗旅游发
展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莱佛士
医疗集团是新加坡最大的私营医
疗集团，希望莱佛士集团为海南

医疗旅游的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助推海南医疗健康产业
的建设和发展。

吕俊旸表示，多年来，莱佛士
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国际
先进的经验做法，非常乐意与海南

分享莱佛士集团所取得的经验。
希望能够把各国经验与海南实际
相结合，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贡献力量。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陪同会
见。

沈晓明会见新加坡客人

海口将推进
装配式建筑发展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思
佳 叶媛媛 见习记者梁君穷）记者11
日从海口市政府获悉，海口将出台措施
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据了解，海口计划到2020年全市
新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
不低于15%，其中政府投资工程装配
式建筑面积占比不低于50%。

此外，鼓励在城市桥梁、地下管
廊、管道管井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中，积极采用装配式技术和产品。到
2020年海口全市采用装配式技术的
地下管廊占新建地下管廊长度比例
不低于10%，采用装配式技术的管道
管井占新建管道管井长度不低于
20%。

“洋学员”学习病虫害防控技术
8月11日，来自古巴、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坦桑

尼亚、阿曼、南非、苏里南等国家的20名学员，在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科学试验基地
听专家现场授课。据介绍，由国家商务部主办，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承办的2017年发展中国家热带作物病
虫害防控技术培训为期30天。培训内容涉及木薯、蔬
菜、芒果、玉米、棕榈科等重要热带作物病虫害综合防
控技术。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红生 摄

本报博鳌8月12日电（记者梁
振君）今天，省长沈晓明率队到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展百日
大研讨大行动活动，就先行区建设
和全省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开展专题
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要正视问题，树立必胜信心，在新的
起点上推动先行区取得新发展。

沈晓明先后考察了海南省肿瘤
医院成美国际医学中心、海南新生命
干细胞抗癌美容中心、博鳌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博鳌瑞达麦迪赛尔国际医
疗中心、博鳌恒大国际医学中心等五
家投运或即将投运的医院。每到一
处，他都仔细了解医疗设备购置、医
护人员构成、诊疗技术推广等情况。
在成美，他希望中心在配齐软硬件资

源、努力达到国家监管部门的标准上
下足功夫。在干细胞中心，他对核心
技术所有人在企业中占控股地位的
做法表示肯定，认为这有利于医院的
健康发展。在一龄，他对企业率先在
先行区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运营起带
动作用表示赞赏。在麦迪赛尔中
心，沈晓明对企业10年在国内医疗
行业投资超10亿元，虽然没盈利仍
一直坚守的行为予以鼓励，希望他
们在海南的投资能够获得更多的回
报。在恒大医学中心，沈晓明希望
其引进更多的世界一流技术团队，
增强医疗实力。沈晓明还考察了先
行区临时污水处理厂。

考察结束后，沈晓明主持召开
乐城先行区建设和全省医疗健康产

业发展座谈会，听取琼海、省发改
委、省卫计委等15个单位和与会人
员的汇报和发言。他强调，经过几
年的不懈努力，先行区的发展已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各单位、各部门要
正视问题，凝心聚力、协同推进先行
区建设取得新的发展。一要统一思
想，深化认识，既要尊重规律、不急于
求成，又要增强紧迫感、只争朝夕。
二要找准定位，精准把握工作目标。
医疗旅游的内涵是旅游搭台、医疗

“唱戏”，成败在医疗。省卫计委等省
直部门要转变角色，由后台支持转向
前台“唱戏”。要瞄准国际医疗旅游
目的地、特色明显和技术先进临床医
学中心、中医特色医疗康复中心、体
检中心、国际著名医疗机构展示窗口

和后续治疗中心、尖端医疗技术研发
和转化中心、国际医学交流中心、国
家级新的医疗机构集聚地、国家罕见
病临床医学中心的定位，围绕“国际”
和“医疗+旅游”两个关键要素做足
文章，用心打造国际医疗旅游目的
地。三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医疗生
态，促进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康复
医学与临床医学相互结合，各种医
学和层次相当的医疗机构互为支撑、
互相结合。四要千方百计吸引先进
国内外医疗机构入驻，有关部门要
增强识别医疗机构质地、水平的能
力。五要充分发挥政府开发公司的
主导作用，推进“七通一平”、协调完
善规划、加快公共设施、配套设施、
平台医院的建设。 下转A02版▶

沈晓明在琼海博鳌调研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时要求

树立必胜信心 推动乐城先行区新发展

残疾学子或因体检不合格遭报考学校
退档，省残联和省考试局及时帮助

被退档残疾学子
终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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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采取强力措施整治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

超标电动车上路
将被处罚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