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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近日，有不少
市民向有关部门询问，自己的电动自
行车已经上过车牌了，但电动自行车
的车牌、行驶证丢失或者损坏了，应该
如何补办？对此，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今天公布了补办电动自行车车
牌、行驶证的业务流程，车主本人或者
委托他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到美兰大队
交通管理服务站、龙华大队交通管理
服务站、秀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琼
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和车管所电动
自行车上牌点即可办理。

海口交警提醒市民，补办电动自
行车车牌需交15元工本费，补办电动
自行车行驶证需交5元工本费，除此
之外，一概不收其他费用。

木棉更红
昌江更美
■ 符天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五年砥砺
奋进，昌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实
力实现新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昌江有越来越多的美好让我们越来越
热爱这里，也越来越为昌江感到自豪
和骄傲。

昌江是海南早期人类生活的地
方，独特的黎族风俗民情，孕育了远
古昌江的神奇传说。这里既有亚洲
第一富铁矿，也是海南水泥之都；既
有幽深壮丽的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也有世界仅存的海南黑冠长臂猿。
美丽神奇的昌化棋子湾边，崛起了造
福海南人民的核电站。今日昌江，不
仅山水美、城乡美、人文美，而且发展
好、生活好、风气好，是真正的幸福家
园、四季花园。

短短几年来，娇艳欲滴的木棉已
然成为一张昌江旅游名片，在网络上
持续“霸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
红”。昌江木棉古已有之，但这几年持
续“走红”的背后是昌江推进全域旅游
的不懈探索。近年，昌江将木棉与昌
化江融合，与民族文化融合，与霸王
岭、棋子湾融合，不仅赢得了游客们的
青睐，也创出了昌江木棉旅游品牌。

2017年初，昌江以“木棉花开，爱
情来了”为主题活动，使中外游客更加
认识这一株株英雄树、英雄花。当地
老百姓讲起木棉花故事，侃侃而谈，滔
滔不绝。昌江的“五老”同志们每年开
展“木棉树伴我成长”“我为家乡种植
木棉树”等青少年绿色生态文明教育
系列活动，还创作了歌曲《木棉花开我
等你》、《木棉花之歌》等等。

在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多彩昌江》
一书中，著名诗人罗宏安这样礼赞红
棉：“谁擎火炬领风骚，圣地钟灵挺树
豪，笑报春来南国早，英雄霸气逐天
高。”

天地有义，山水多情；木棉更红，
昌江更新。

（作者系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宣传
部原部长，现任昌江黎族自治县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副秘书
长）

海口12345督办，农垦二小门前
土路已修复

“开学之前保证通车”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见习记者曾毓慧）记

者今天在海口市龙华区金南路的海口市农垦第
二小学的校门前看到，校门对面那条原本泥泞的
土路已修缮竣工，施工围挡还未拆除。“太好了！
以后下雨天孩子们再也不用踩着泥泞土路上学
了！”附近居民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这条路位于农垦二小的校门正对面，通往坡
博新村，长度不到100米。由于路面没有硬化，晴
天时坑洼不平，雨天时泥泞不堪，给出行的路人
造成不便。

“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不少家长接送小孩
都会走这条路，希望能尽快修复。”8月17日，有
市民向海口12345热线反映了这一情况。8月18
日，该问题被海口12345热线列为督办件。

8月19日，金南路代建方海口市城建集团、
龙华区住建局、龙华区金宇街道办等单位和部门
的相关负责人来到现场协商解决方案。金宇街
道办有关负责人当场表态，这条路属于街道管辖
范围，街道办会尽快拿出方案把路修好。当天，
街道办立即上报审批并做好预算，次日施工队动
工修路。

今天，据龙华区金宇街道城建办负责人习以
才介绍，由于路面还需要保养一段时间，目前并未
拆掉施工围挡，“保证在开学前一定可以通车”。

引进资源共建“一县两校一园”

定安与湖南师大
达成合作办学意向

本报定城8月25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今
天，湖南师范大学在实地考察定安县
基础教育办学情况后，初步达成与定
安开展“一县两校一园”合作意向。

在交流座谈会上，定安县委书
记陈军表示，定安将教育工作列为
重中之重，优先考虑和保证教育经
费，坚持用“小财政”办“大教育”，用

“弱财政”办“强教育”，但目前仍存
在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的局
限。定安将积极配合，把“一县两校
一园”工程纳入教育发展总体规划
和重点项目统筹考虑，促进双方在
教育、卫生等领域开展深层次的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双方初步达成了“一县两校一园”
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和医疗卫生的
合作意向，今年内，该校将采取“独立
办学”“公建民营”等多种办学模式，在
定安建设中学、小学和幼儿园。下一
步，该校还将利用医疗资源，在定安开
展医疗领域合作。

喜迎十九大
说说心里话

百姓难题政府帮忙

海口电动自行车车牌和行驶证丢了怎么办？

5个上牌服务站皆可办理补牌补证

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
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表率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徐武）据广铁集团最新消息，受14号台风“帕卡”
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输安全，广铁集团根据台
风路径和影响程度，调整12趟进出海南岛的旅客
列车。

受台风“帕卡”影响

12趟进出岛客列
运行有调整

■ 本报记者 袁宇

“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
水来，珊瑚树红春常在，风波浪里把
路开。”这是脍炙人口的歌剧《红珊
瑚》中描绘的景象，如今正呈现在海
南三亚西瑁洲岛的蔚蓝海面下。一
簇簇如花似琼的珊瑚礁串联成片，鱼
群畅游在五彩斑斓的珊瑚丛中。这
幅美景来之不易，过去10多年里，三
亚西岛海域的珊瑚礁生态得到修复
并繁荣生长，如今亦成了吸引游客纷
至沓来的一块“金字招牌”。

“今年9月底，西岛珊瑚培育实验
中心将投入使用，西岛海域珊瑚礁覆
盖率将进一步提升，3年-5年内有望
突破50%。”8月25日，三亚珊瑚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傅捷高兴
地告诉记者，经过一年时间的建设，西

岛珊瑚培育实验中心目前已经完成主
体建设，进入常规设备采购招投标阶
段，“预计再过1个月就能投入使用”。

珊瑚礁，也被称作“海底热带雨
林”。珊瑚礁与海洋生物共生共存，构
成了一个生物多样性极高的生物群落
和生物链，一旦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
破坏，便意味着海洋生物失去了“家”。

得益于新建成的珊瑚培育实验
中心，珊瑚培育将从实验室走向大
海，为各地提供大量的可供移植的珊
瑚片段、个体（苗种），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珊瑚修复需求。

“造礁珊瑚好比是一个娇弱敏感
的小姑娘，海水的水质、光照、水温、
盐碱度等各类属性的变化均能影响
其成长。”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所
长吴川良说，为了使珊瑚生态修复达
到最佳效果，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对珊瑚礁生长状况、鱼类、底
栖生物等海洋生物及水质进行常年
监测，记录不同条件下的珊瑚生态。
吴川良表示：“珊瑚培育实验中心选
址在西岛，正是考虑到西岛海域的海
水水质为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环
境适宜珊瑚礁生存。”

西岛珊瑚培育实验中心分为实验
室与培育池两个部分，其中培育池通过
精心设计，按照不同珊瑚种属设置不同
指标，以营造适合珊瑚生长的环境。

“单个培育池的容积为3立方米，
一次培育珊瑚可达到200株以上，将
首先供应实验中心的海上培育移植试
验场，修复试验场中5000平方米海域
的珊瑚礁生态。”吴川良说。据介绍，
研究人员通常会选取20厘米以上的
成熟珊瑚，截取5厘米左右的“枝丫”，
在合适的人工环境下，“枝丫”会像一
棵小树般“发芽”。待时机成熟后，研
究人员再将新长出的珊瑚芽体剪下，
种入底座，固定在人工珊瑚架上，最后
放归大海，从而达到珊瑚“量产”的效

果。此举可减少对野生自然珊瑚礁的
依赖与破坏，实现集约、高效、增值地
使用有限的珊瑚资源。

经过研究人员的调查，西岛海域
附近珊瑚多以盔形珊瑚、蜂巢珊瑚等为
主，鹿角珊瑚、杯形珊瑚等其他种类较
少。下一步，西岛珊瑚培育实验中心将
着手修复珊瑚礁的多样性，通过人工培
植技术，恢复尽可能多的珊瑚品种。

为了更好地保护珊瑚礁生态系
统，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
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建设数据系
统，探索珊瑚人工培育技术的升级；
不断强化巡护执法，在西岛海滩、礁
石、山顶、房顶等场所设置6个视频
监控点，与实时巡护执法相结合，打
击非法破坏珊瑚生态系统的行为。

“目前保护区有 101 种珊瑚标
本，以及248种螺类贝类标本，未来
将与西岛珊瑚培育实验中心一起面
向市民游客开放，让社会公众面对面
接触珊瑚，共同参与珊瑚生态修复。”
吴川良说。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

三亚在西岛建设珊瑚培育实验中心，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系统

西岛“摇篮”育新芽 斑斓珊瑚照碧海

8月25日晚间，停靠在三亚南边海码头的渔船上，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摆放书籍。天亮后，3艘改造完毕的渔船将
作为“海上书房客栈”停靠在三亚西岛旅游区，为游客及西岛社区居民服务。

废旧渔船改造成文旅驿站，是三亚在挖掘疍家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疍家渔船转产转业所做的创意探索。首批24
艘渔船中，3艘被改造为“海上书房”，余下的21艘渔船将建成与三亚疍家人文化陈列馆遥相呼应的疍家小吃店、水上
民宿、水上文创集市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废旧渔船不仅拆除了可能带来环境污染的动力设备，还安装了专门设备
对接三亚城市污水管网，避免生活污水对环境造成破坏。 文/本报记者 袁宇 图/本报记者 武威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林琛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经过
3个月的赛程，第三届“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竞赛已于日
前落下帷幕。比赛共评出金奖14项、
银奖28项、铜奖35项、优秀奖40项，
总奖金额为100万元，比去年提高了
20%。经过推选，我省将有9个优秀
团队参加9月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海南赛区竞赛吸引了2125个项
目报名参赛，其中，创意组项目1906
个，初创组项目49个，成长组项目3
个，就业型创业组项目163个，主要聚
焦在公共服务、文化创意、信息技术服
务和现代农业等4个类别。参与学生
达9127人次。今年的参赛项目是去

年的5倍；参赛学生是上届的7倍，比
例接近在校大学生人数的5%。

省教育厅高教处相关负责人透
露，主办方还举办了省赛训练营，筛
选出30个优秀团队，由全国高校创
新创业投资服务联盟、中国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联盟、中国高校创新创业孵
化器联盟、中关村百人会天使投资联
盟的专家对项目一对一深入辅导，学
生们普遍反映受益匪浅。

据了解，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省教育厅大力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印发了《海南省高等学校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海南省
十二大重点产业人才培养五年行动计
划》，指导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有效融
入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起适应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需要的协同育人机制。
为了办好比赛，我省成立了省创

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和5个省级产
教协同创新联盟，同时指导鼓励各高校
结合实际出台激励政策。比如，海南师
范大学规定，凡是教师科研项目转化为
学生项目并指导参加校赛，无论是否获
奖，按10学时计算；海口经济学院规
定，学生参赛可获得3个实践学分。省
教育厅还将参赛组织情况作为评选深
化创新创业示范改革校和省级创新创
业示范基地等的重要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高校创新
创业投资服务联盟等单位的支持下，
省教育厅从去年11月至今，举办了5
期省级层面的创新创业师资培训班
（含一期国际化师资培训班），培训了

教师323人，还利用教育部万名优秀
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建设为契机，建
设海南省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为大
赛提供了良好的师资保障。

省教育厅高教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师生参赛
热情。而大赛的举办又对我省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推动作用：今年，海南师范大学荣
获第二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改革示
范学校”称号，三亚学院荣获“全国创
新创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称号。

当前，省教育厅正在加强辅导和
培训工作，并以大赛成功举办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为大学生搭建更好平台。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积极参与高校创新创业改革，今年我省9个团队挺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全国总决赛

根植科教沃土 争当创新创业先锋

三亚旧渔船改成文旅驿站

走，上船读书去！

昌江一对退休夫妇捐资助学逾57万元

爱心助学十四载
涓涓深情润红田

本报石碌8月25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今天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红田居红田
学校又迎来了老熟人。原红田农场的退休职工陈
省来和杨惠珍夫妇为红田学校捐款4.7万元，并
为即将步入大学生活的红田学校学子送行。类似
的金秋助学活动，夫妇俩已坚持了14年。

今年，红田学校有7名学子被大学录取，陈省
来夫妇表示：“我们没读过多少书，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一直希望咱们的后代能用知识改变命运、报
效国家。而我和老伴决定把退休金捐给学校，也
希望红田的学生们好好学习，好好做事，好好做
人。”

1970年，陈省来夫妇从广东老家来到海南红
田农场工作，后来夫妻俩在农场办理了停薪留职
手续，开始下海经商。虽然已经离开农场30多
年，他们却一直心系这里的学子们。自2004年办
理退休起，他们便将自己的退休金悉数捐给了红
田学校，用于奖励学校里的优秀师生。从2014年
开始，夫妻俩又开始资助从红田学校考上大学的
贫困子弟，14年来已累计资助超过57万元。

陈省来夫妇决定，今年再拿出一笔钱来奖励
红田学校的优秀学生，每班奖励9人，每人至少
100元。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红田的孩子们好好
读书，将来自己有机会能多见见孩子们。”陈省来
说。

已购买上述时间内停运车次的列车车票旅
客，可在不晚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
持车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在12306网站
购买车票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质车票，可在网站
直接办理退票，均不收手续费

1、8月25日、8月26日北京西开 Z201次运
行至广州站终止，8月26日、8月27日三亚始发
的 Z202次分别改为8月27日、8月28日广州站
始发，同时广州至三亚间Z201次、Z202次停运。

2、8月25日哈尔滨东开Z114/1次运行至
广州站终止，8月27日海口开Z112/3次改为8月
28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广州至海口间 Z114/1、
Z112/3次停运。

3、8月26日长沙开K1167次运行至佛山站
终止，8月27日海口开 K1168 次分别改为8月
28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佛山至海口间 K1167
次、海口至广州间K1168次停运。

4、8月25日长春开 Z384/5 次运行至广州
站终止，8月27日三亚开 Z386次改为当日在广
州站始发，同时广州至三亚间 Z385次、Z386次
停运。

5、8月26日郑州开 K457 次运行至塘口后
改为到湛江站终止，8月27日海口开K458次改
为当日在廉江站始发，同时塘口至海口间K457
次，海口至廉江间K458停运。

6、8月25日、8月26日上海南开K511次运
行至佛山站终止，8月26日、8月27日海口开
K512次分别改为8月27日、8月28日在广州站
始发，同时佛山至海口间K511次、海口至广州间
K512次停运。

具体情况如下

需要携带的材料

电动自行车车主的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还需要委托
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

如果办理补牌业务，还需要
携带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原件。

5个预约、上牌服务站地址

美兰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海甸岛白沙门公园正门西侧

龙华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渡海路世纪公园北侧

秀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南海大道168号保税区汽车小镇内

琼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叉口西侧100米处

车管所电动自行车上牌点（海南省二手车交易市场）地点：琼山大道与新大洲大道交汇处

补办电动自行车车牌、行驶证只需5步

①打印车辆信息单（受理窗口办理）

②填写查验申请表，拓印车架号码、车辆拍照（填表、拓印、拍照区）

③车辆查验（查验区），现场查验电动自行车，审核车辆信息是否与车辆信息单一致，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或代办人办理。

④核查公告（公告核查窗口），核查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身份信息、车辆查验表及车辆信息单等材料的一致性。

⑤录入、确认（受理窗口办理），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代办人还需提供委托书及代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已查验签注的查验表及车辆信息单到服务大厅咨询台取号等候签订《补办电动自行车【牌、证】承诺书》，
办理材料录入；收回未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号牌、行驶证，发放受理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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