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陵水人”2017十大
年度人物评选增加报纸投票
10月23日零时投票截止

本报椰林10月16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孙学新）为方便更多读者投票参与，即日
起，“最美陵水人”2017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增
加报纸投票，报纸投票截止时间和微信投票一致，
均为10月23日零时（报纸投票以邮戳日期为准，
最晚寄出时间为10月22日）。

“最美陵水人”2017十大年度人物评选启动
微信投票3天以来，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反响热
烈。截至记者发稿之时，微信投票页面访问量近
40万次，累计投票近15万票。

该评选活动自7月启动以来，陵水各部门推
荐和个人自荐的“最美陵水人”中涌现出许多典型
人物和感人事迹。今年36名候选人来自各行各
业，包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等典型人物。几个月来，南国都市报对这36名候
选人进行采访报道，传递正能量，引起广泛关注。

据悉，公众投票结束后，活动组委会将对公众
投票得分、专家评审得分进行综合统计，按照公众
投票占60%、专家评审占40%的比例得出最终得
分，选出“最美陵水人”2017十大年度人物，以及
提名奖20名。并将举行“最美陵水人”2017十大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授奖仪式，进行颁奖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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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孙
慧 叶媛媛 通讯员邹小和）记者今天
下午从省三防办获悉，截至16日17
时，今年第20号台风“卡努”对我省影
响基本消除。此次防御“卡努”全省共
转移28万余人，24278艘渔船回港避
风，8.17万余人离开渔船、渔排上岸，
截至目前全省无因灾死亡或失踪人

员，水库无重大险情报告。
14日至16日期间，受“卡努”和弱

冷空气共同影响，全岛出现明显风雨天
气，共有97个乡镇雨量超过50毫米，其
中海口、临高、文昌、澄迈、定安和儋州
等市县共有31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
米，最大为海口市区209.7毫米。

据统计，截至16日17时，全省9

个市县115个乡镇（含农场）及街道
36万余人受灾，转移逾28万人，无
因灾死亡及失踪人员。

截至16日8时，全省主要江河及
潮汐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部
分河段水位有小幅上涨。全省大型
水库1座、中型水库19座、小型水库
107座自动溢洪。全省水库蓄水量

59.28 亿 立 方 米 ，是 正 常 库 容 的
70.8%。全省主要江河及水库均没有
出现重大险情。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
计17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北
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
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全岛最高气温
29℃～31℃，最低气温21℃～24℃。

18日，受偏东风影响，海南岛北部、
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
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全岛最高气温
29℃～31℃，最低气温21℃～24℃。
19日～22日，受东北风影响，全岛以
多云天气为主，内陆地区有分散阵
雨；全岛最高气温28℃～31℃，最低
气温20℃～23℃。

省妇联联合南海网
展示“最美家庭”风采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王茹仪）记者从省妇联获
悉，为展示海南“最美家庭”风采，从即
日起至10月30日，省妇联携手南海网
集中展示今年从全省各市县、各单位推
荐的162户“最美家庭”故事，其中有20
户为2017年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

目前，该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已有
17万多人次为“最美家庭”点赞。活动旨
在引领全省广大妇女和家庭积极培树和
传承良好家风家训，传播家庭文明正能
量，为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道路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
共享单车全部归位、倾倒的大树已被
扶起……今天一大早，海口市民发现
市区已秩序井然，几乎看不出受台风
影响的痕迹。海口市容市貌得以迅速
恢复，离不开海口市政、环卫、园林、交
警等各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出动的辛勤
付出。

凌晨5时许，在南海大道，该路段

环卫负责任人冯彩銮说，从凌晨4时
开始环卫工人便已投入清扫，该路段
的树枝已经被清理完毕，只剩下落叶
仍在清扫之中。据了解，截至16日6
时，海口城区环境卫生已基本恢复常
态，全市共出动约15840人次，清理
清运生活垃圾约1340吨。

“一二三，推！”上午8时，在明珠
路上，数名园林工人正在拯救因此次
台风而“受伤”的树木。“昨天晚上11

点前，我们全系统740人便已整装完
毕开始全力抗击台风，通宵工作确保
第一时间恢复城市园林绿化景观。”海
口市园林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6
日 16时已清障完毕，完成扶正树木
907株，共清运树枝252车。

城市内涝是此次台风防范的重
点，海口市市政部门的“小黄人”们通
宵值守在海口各大易积水点处，使用
电源泵车强排长滨路、滨涯路等雨天

积水共1.04万立方米，修复主要道路
水毁坑洞90多处。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
记张琦调研台风后海口生产恢复情况
时表示，为应对此次台风，海口全市上
下干部群众充分准备，共同努力，特别
是在园林、环卫、市政等方面进行了精
心部署，应急抢险、物质保障、工作机
制三大板块高效运转，将损失降到了
最低。

台风“卡努”对我省影响基本消除
本周前期全岛大部分地区仍有降水

市政、环卫、园林、交警工作人员连夜出动

海口市容市貌迅速恢复整洁

第二届中国国际
饭店业大会下月举办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陆建安）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第二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
暨海南特色美食文化节将于 11月
26日~29日在海口举办。届时2000余
名嘉宾及业界代表将汇聚海口，论道新
经济背景下中国饭店业的创新发展之路。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新消费、新
供给、新服务”，分为国际领袖峰会、
专题论坛、绿色产品展示、海南特色
美食、产业洽谈对接、颁奖典礼与特
色体验考察6大板块。

大会由中国饭店协会、省商务厅
主办，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承办。

广大读者可以通过以下2种投票方式，为您
心目中的“最美陵水人”加油打气：

1.微信投票：微信投票1票计为1票

微信搜索南国都市报，或扫描右下二维码，关
注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ngdsb966123）。进入南
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在对
话框中回复“投票”查看候选
人编号和投票名次，并对候
选人进行投票。首次投票需
要填写姓名和电话。一个微
信号每天可以投10票，给每
个选手每天只能投一票。

2.报纸投票：报纸投票1票计为10票

“最美陵水人”2017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的选票，读者可以剪下填写后邮寄或送至海口市金
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大厦 7 楼 713 室，邮编：
570206。信封上请标明“最美陵水人投票”字样。

“最美陵水人”2017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投票
评分权重设定：①报纸投票、微信投票权重
60%。②评委评分权重40%。

两种投票方式

琼州海峡恢复通航
车辆有序等待过海

10月16日下午，在海口市新
海港，车辆正排队有序等待过海。

有关部门努力维护道路秩序，
志愿者为待渡车辆提供志愿服务，
确保通航时车辆顺利过海。

据介绍，16日夜间琼州海峡
风力减弱至8级，抗风等级达到8
级的客滚船于16日20时起恢复
通航。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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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古琴韵，片片沉香林。日前，
在澄迈县加乐镇效古村沉香文化园
里，一座雅致的竹亭下端坐一位美人

“香主”，她一曲舞毕后，端坐着将沉香
粉放在模具里层层压实，压成“云朵”
形状后，“香主”将其点燃，不一会，沁
人心脾的香气散发出来，令人沉醉。

“我们通过让游客体验香道文化，
引导游客品香、购香，丰富和拓展了沉
香产业链，沉香销路不用愁了。”效古
村村民、澄迈加乐雅尚沉香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蔡亲信还记得，过去，村
里的林农主要种植别的经济林树种，
每吨木材只能产生300余元收益，“由
于收益低、种植周期长，许多人在砍完
树后就不再种植了。”蔡亲信说。

为帮助林农转变观念，引导他们
种植低成本、高收益的沉香，澄迈县林
业局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不仅为林
农免费提供沉香种苗，还通过发放每
亩900元种植补贴，帮林农解决了沉
香林前3年的种植、养护成本。

如今，看着一片片沉香林拔地而

起，蔡亲信说：“现在，仅咱们加乐镇就
种有7000余亩沉香林，每亩林地的年
平均产值可达5万元，村民们个个开
起了‘绿色银行’，发起了‘香’财，日子
越过越美了！”

澄迈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海南
沉香亦香亦药，应用历史已有1000多
年，海南是国产沉香的主要来源地，与
海南花梨木同属海南稀有自然资源。
近两年来，为深化林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让“增绿”和增收同步进行，澄迈
共投入6307万元进行绿化建设，并对
低质低效经济林进行了更新改造，完
成造林绿化面积逾2万亩。目前，澄
迈特色高效经济林种植面积已达
7.1961万亩，年产值超过11亿元。

沉香作为澄迈县主要农林产品之
一，得到澄迈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推
广。如今，澄迈县南部地区每家每户
基本都种上沉香，并逐渐形成规模。
澄迈县现有沉香种植面积2.2万亩，
沉香加工基地42家，年产值达6500
万元，所提供加工就业岗位达362个。

为进一步提高沉香的品质、产量，
提升沉香的科学管理水平，2013年
12月19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同意将澄迈县文儒镇列入国家沉香种
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区。2014年，澄迈
县荣获“中国沉香之乡”称号。2015
年5月，澄迈县政府印发了《澄迈县大
力发展沉香文化旅游产业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要求，

3年内，澄迈全县沉香种植面积将提
升至3万亩，力争沉香年产值达5亿
元并逐年增加，真正做到以产业促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此外，根据《方案》，澄迈还将继续
推广沉香成品加工新技术、新成果，加
大与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
作，共同开展沉香种植及成品加工关
键技术的攻关研究，同时兴建一批沉

香种植及成品加工科技示范园，加快
科技推广步伐。

今年9月，澄迈县政府与中国经
济信息社在北京共同发布《中国沉香
产业景气指数调查报告（2017）》，这
一报告的发布，将在研究制定科学的
沉香产业指标评价体系，以大数据促
进构建产业风向标，引导沉香行业健
康规范发展上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澄迈沉香种植面积达2.2万亩，每亩年均产值5万元

“绿色银行”生“香”财

“通过引入高接换冠（即高位嫁接）技
术，我们基地110亩山柚低产林将实现稳
产保收，每亩山柚果年产量也将从原来的
500斤提升至2000斤。”日前，穿行在一
片绿油油的山柚林中，澄迈乐香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笃雄介绍，自今年
4月开始改造的这批低产林，将在4年至5
年内达到稳产期，6年后达到高产期。

据了解，山柚又名油茶，用其果实榨出
的山柚油（山茶油）不仅能有效预防血管硬
化、增强免疫力，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
澄迈山柚因其品质好、微量元素丰富等特点，
一直广受市场欢迎。目前，经过传统工艺榨出
的澄迈山柚油，每斤可卖出350元至400元。

但是，产量不稳定、品种杂、品质不均
衡等问题，限制了澄迈山柚产业的发展。

“其产量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山柚采收常
出现‘大小年’（即一年多产、一年少产）现
象，影响了订单式业务的开展。”王笃雄介
绍，原生山柚苗需要生长8年至9年才可
达到丰产期，回报周期偏长。

为突破产量不稳定等发展瓶颈，在澄
迈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相关企业多次
到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学习种植技术与
经验，并自2013年起与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开展合作，从湖南引入了高接换冠等一
系列成熟的山柚种植技术。

澄迈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

指导张侠南指着一株山柚介绍，“所谓高接
换冠，就是将优良品种的枝条嫁接到原生
山柚苗的树冠上，让低产林实现高产、稳
产，进行高接换冠，关键在于树冠的切口必
须平、准，保证切口和枝条的高度吻合。”

“这些优良品种来自澄迈、琼中等市
县，其中经过改良的澄迈‘海油一号’具有果
大皮薄、出籽量多、抗病性强等优点，进入丰
产期后每亩山柚果年产量可达2000斤至
2500斤。”王笃雄说，嫁接了优质枝条后，这
些山柚原生苗可在4年至5年内达到稳产
期，产出的山柚油味道更香醇、营养更丰富。

澄迈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山柚
油产业是一项综合效益较高的林业产业，

既有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又是名副其
实的林业生态富民工程。近年来，澄迈县
委、县政府和县林业部门把生态建设放在
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积极打造特色
高效经济林产业，把种植、加工和销售油
茶作为林业生态富民工程的重要抓手。

经统计，截至去年年底，澄迈全县共
有油茶种植面积14860亩，加工基地35
家，为农民提供加工就业岗位640个，全
县山柚油年产量1.5万公斤，主要销往省
内及北京、上海、深圳等省市。油茶已经
成为林农脱贫致富的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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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成熟种植技术，改造低产山柚林，打造特色高效经济林产业

澄迈发展油茶产业为脱贫致富“加油”

澄迈全县
现有沉香种植面积22000亩
沉香加工基地42家
年产值达6500万元

提供加工就业岗位362个

截至目前
澄迈累计投入350万元
用于培育、购买沉香苗
无偿提供给林农和沉香基地
给169户发放195万元沉香造林补贴

去年6月
澄迈县委、县政府

指导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开设了民族工艺品制作（沉香方向）专业

加乐镇委镇政府也为报考
该专业的学子设立了专项补助金
鼓励更多学子学习沉香加工技术

澄迈壮大
沉香产业

沉香粉点燃后，散发出沁
人心脾的香气。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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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福山镇乐香油茶基地工人在嫁接油茶苗。 乐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