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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一只雄性长臂猿在霸王岭热带雨林的树冠上观察陌生人举动。据悉，为期4天的海南霸王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17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当天结束。

此次调查是为了摸清现存的中国最濒危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4个群体数量等实际情况，为有效保护、管
理、监测等提供科学依据。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李飞 摄

本报万城11月1日电（记者张
期望）一排环保灶整齐排列在厂房
内，呼呼地冒着热气，10多位村民一
边听着音乐，一边挑拣已经烘干的槟
榔果……这是10月31日下午，记者
在万宁市山根镇多扶村的一处环保
槟榔加工厂内看到的情景。曾让槟
榔之乡万宁“榔烟”四起的槟榔烟熏
灶，如今已悉数被环保灶取代。

据了解，为了杜绝传统槟榔烟熏
灶，万宁一直没有停止整治行动。今
年8月至10月，当地职能部门在3个
月内共行动22次，拆除71户1783个
灶。近两年来，万宁共取缔传统槟榔
烟熏灶17219个。

“每年槟榔加工旺季，村里就会
‘榔烟’缭绕，白茫茫的一片，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味，眼睛都睁不
开。”村民陈胜明告诉记者，这种情况
一直会延续到12月份，这期间村民整
天都不敢开窗户。但是这一切，现在
已经不复存在了。“你看看对面的山
岭，能找到有冒烟的地方吗？”陈胜明
用手指了指对面的六连岭笑着说。

不仅多扶村没有传统槟榔烟熏
灶了，在万宁其他地方也已经见不到
了。万宁市槟榔产业局局长林基介
绍，“我们的槟榔初加工，已经完全步
入了绿色环保加工时代了。”

万宁除了不断加大力度打击传

统槟榔烟熏灶力度，还坚持把槟榔烘
干绿色改造列为民生项目，不断加大
扶持补贴力度。为此还专门出台《推
广槟榔烘干绿色改造项目实施方
案》，采取“自主建设，先建后补”的模
式，激发传统槟榔加工户推广槟榔烘
干绿色改造项目的积极性，全面淘汰
污染环境的传统熏烤槟榔加工生产
技术。

林基表示，对绿色环保烘干设备
推广的产品，万宁市均进行补贴。目
前，万宁已累计投入7838.38万元，推
广槟榔烘干环保设备5392台，年加工
槟榔鲜果约4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当
地槟榔加工的需求。

两年取缔1.7万个烟熏灶,万宁槟榔加工迈入绿色环保时代

槟榔之乡不再“榔烟”四起

嘉积中学
迎来百年校庆

本报嘉积11月1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陈德君）今天，琼海市嘉积
中学举行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

会上，嘉积中学教师冯春慧宣
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
大学等高校的贺信。嘉积中学校长
陈善飞说，1917年的今天，嘉积中
学的前辈们筚路蓝缕，开启伟业。
100年来，学校已培养出数万学子，
遍布国内外。

琼海市主要负责人表示，希望嘉
积中学以百年校庆为契机，努力打造
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提
高办学水平，抓好立德树人工作，为
琼海教育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二届海购节电商
“火爆上线”
慧诚电商将联手京东开展
海南物产品牌推广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杨
艺华）10万椰子迎候鸟，开展“冬天更
要吃海南水果”主题消费推广活动
……这是海南慧诚电商参加2017年
（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以
下简称第二届海购节）所推出的系列
动作，旨在推广海南物产、推介海购
节、拉动海南电商经济增长。

据了解，海南慧诚电商多年来依
托京东海南馆、淘宝海口馆两大线上
平台，联合海南特产企业开展“互联
网+特产”创新营销，积累了一大批优
质特产企业和供应商。

海南慧诚电商相关负责人表
示，慧诚电商平台利用与京东长期
合作积累的基础，在京东开展海南
品牌联合推广。届时，广大消费者
可以从京东海南馆购买到心仪的海
南各市县特色的椰子制品、手工艺
品、冰鲜、新鲜水果等产品。

据了解，第二届海购节将于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举行，将组
织全省3万家零售、餐饮及电商企业
及商家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岛性促
销活动。目前，第二届海购节各项工
作进展顺利，商家参加积极，众多品
牌将共同营造12月海南良好的消费
氛围，打造一个国内外消费者喜爱的
购物狂欢节。

全省140名骨干教师
接受禁毒专业知识培训

本报海口11月 1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达丽）10月31日至11月1日，省禁毒办、省教
育厅联合举办全省学校毒品预防工作培训班，对
全省140名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开
展禁毒师资全员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班邀请了云南警官学院教授
骆寒青、昂钰，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缉毒支队长王建
等，分别围绕当前我省禁毒形势、毒品知识及危害、
如何上好毒品预防教育课和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重点及方式方法等四个方面内容进行讲解，让学
员进一步认清开展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系统学习毒品业务知识，熟悉掌握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课的教学技巧和教学实效。

培训前，还组织学员观看了禁毒三年大会战
第一阶段工作宣传片。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推进我省毒品预防教育
“6·27”工程进校园，省禁毒办、省教育厅联合制
定了省级、市县（区）级、学校三级禁毒师资培训机
制和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督导考评机制，强化禁毒
教学队伍建设；还组织开展了“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主题读书征文活动、“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我
为禁毒代言”全省大学生演讲比赛和全国青少年
知识竞赛海南赛区初赛等多项禁毒主题活动。

海南电信联手华为公司
启动天翼云3.0海南资源节点

助力海南
跃上“云”端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王斌）近日，海南电信联
手华为公司启动天翼云3.0海南资源
节点，发布了以云计算为主要应用基
础的天翼云产品和解决方案。

据了解，天翼云3.0解决方案，是
由中国电信和华为公司联手开发的差
异化综合解决方案，全面升级技术、全
面改善服务质量、全面创新业务产
品。天翼云 3.0 海南节点落地启动
后，将为海南行业客户进一步提供属
地、专享、可定制的服务。

目前，海南电信已为我省部分政
府机构、教育机构、医疗行业、大中小
型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云计算和大数
据服务，并在省内政务云、教育云、医
疗云等领域建立了行业标杆，承建运
营了海口市12345政府综合热线系统
并提供云服务，还承建和提供“南海
云”政府大数据中心服务等。

海南电信总经理张涛表示，海南
电信将发挥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
的优势，为海南“互联网+”行动计划
保驾护航，助力海南迈进云网新时代。

在万宁，越来越多的槟榔加工企业采用槟榔烘干环保设备。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乐东岭头一级渔港
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陈雪怡 特约记
者邓韶勇）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了解到，乐
东黎族自治县岭头一级渔港已通过竣工验收，该
渔港将有力促进地方渔业经济发展。同时，有助
于进一步完善优化我省渔港港口格局。

据介绍，乐东岭头一级渔港的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渔业作业区、油码头作业区、修造船区和休闲
旅游区。渔业作业区分为水产品交易区、冷藏制
冰厂、综合物资区和综合管理区。

乐东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说，岭头区域
的渔业资源丰富，但此前岭头区域没有可供渔船
停泊、避风、装卸、补给的渔港码头，以及配套设施
不完善等，影响了渔船和渔民正常的渔业生产秩
序，也制约着乐东渔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乐东岭头一
级渔港建成后，可充分发挥区域的渔业资源优势，提
高渔业生产的综合效益，延长渔业生产加工销售产
业链，增加渔民的经济收入。

本报营根11月1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朱德权 刘烨）10月31日19
时41分，随着机组出口断路器同期合
闸，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以下简称
海蓄电站)1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据了解，海蓄电站是我省首座抽
水蓄能电站，装设着3台单机容量
200兆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机

组，主要承担海南电网调峰、填谷、调
频、调相、紧急事故备用和黑启动等
任务。作为海南昌江核电项目的重
大配套工程，海蓄电站投产后，海南
电网火电综合调峰幅度将降低约
12%，有效改善火电与核电机组运行
条件，提高系统火电（包括核电）年发
电利用小时数300小时。

海蓄电站自10月份正式进入调
试期后，电站1号机组启动调试组研
究制定调试计划，合理安排调试内
容，调试与试验期间共梳理并处理大
小缺陷39项，为机组能够顺利并网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蓄电站1号机组并网成功后，
其上、下、水、推导轴承温度正常，振

动摆度测量值稳定，无功调节准确快
速，各项指标均显示正常值。据悉，
电站1号机组接下来将继续进行发
电工况并网试验等一系列涉网试验，
电站2号机组及3号机组的安装工作
也在有序开展，海蓄电站建设人员表
示，将继续努力，保质保量地完成电
站建设与调试工作。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记者林
诗婷）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人大常委会
获悉，根据《立法法》和《三亚市制定
地方性法规条例》的规定，三亚制定
了《三亚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2017——2021年）》（以下简称《规
划》），将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
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做出明确规
定，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规划》共列入15件项目，内容

涵盖三亚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
护、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其中8
件是城乡建设与管理类的立法项目，
5件是环境保护类的立法项目，2件
是历史文化保护类的立法项目。从
形式上看，都属于新的立法项目。

在《规划》中，具体区分为制定类
规划项目和调研类规划项目。为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将对《三亚市爱国卫
生管理条例》《三亚市餐厨垃圾管理条

例》《三亚市制止和查处违法建筑规
定》《三亚市公园管理规定》和《三亚市
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等五部法规进行
制定，对《三亚市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
制品管理办法》进行调研。

为加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三亚
安排了对《三亚市湿地保护条例》进行
制定，对《三亚市古树名木管理条例》
《三亚市森林保护管理条例》两部法规
进行调研；同时，还将对《三亚市海洋环

境保护条例》进行调研，加强海洋立法。
旅游业是三亚的支柱性产业，在

旅游发展方面，三亚计划制定《三亚
市民宿管理办法》《三亚市滨海浴场
管理条例》和《三亚市海上游乐项目
管理条例》等三部法规。此外，在历
史文物保护方面，还安排了对《三亚
市崖州区文物保护管理规定》进行制
定，对《三亚市落笔洞遗址保护管理
办法》进行调研。

三亚制定五年立法规划

15个立法项目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计
思佳）今天下午，海口市政府常务会
议原则审议通过了《海口市“十三五”
消防事业发展规划》（下简称《规
划》）。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
海口将从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强化智
慧消防建设、加强高层建筑与电动车
消防安全治理等12个方面发力，为
海口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消防安
全环境。

高层建筑与电动车一直给海口
带来火灾潜在风险。据统计，海口现

有高层建筑1724栋，其中20世纪90
年代建造的消防安全问题突出的老
旧高层建筑53栋，但该市现有举高
类消防车装备存在明显差距。

对此，《规划》要求完善高层建
筑自身消防设施治理，对高层公共
建筑和一类高层建筑自动消防设施
设备要接入城市消防安全远程监控
系统，同一物业管理的高层公共建
筑、每个高层住宅小区都要建立微
型消防站。

截至2016年底，海口登记上牌

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已超过60万辆，
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屡屡发
生。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海
口将强化产品销售源头监管，推动电
动车行业整体质量水平提高。加强
电动车停放和充电管理的网格化检
查，推广电动车棚和充电装置建设。

《规划》同时要求加强消防设施
和消防装备建设。“十三五”期间，海
口将新建成或开工建设消防站 10
个，改建1个。2017年，完成海甸消
防站营房改建工程，完成观澜湖特勤

消防站的建设并投入使用。到2020
年，南宝路消防站、新埠岛特勤消防
站、东营消防站、狮子岭特勤消防站
等城市消防站相继开工建设或投入
使用。

同时，海口将强化智慧消防建
设。建立基于云计算的消防数据中
心，重点建设“消+防+公共服务”三
项“智慧消防”应用体系，通过大数据
的挖掘分析和综合研判，提高消防指
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减少火灾损失
和人员伤亡。

海南2017年长臂猿
大调查结束

海口制定“十三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

12个方面发力 建设良好消防安全环境

琼中抽水蓄能电站1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冬春航季海口美兰机场
新开航线50条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黄
裕光 陈栋泽）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海口2017-
18年冬春季航空旅游信息沟通会上获悉，进入冬春
航季后，海口美兰机场将开通航线172条，其中新开
航线50条，通航城市将达到114个。

据了解，2017-18年冬春航季各航空公司共
计划在美兰机场执行航班71331架次，平均每天
约485架次。新航季期间，共有45家航空公司（国
内32家、境外13家）执飞海口，同比去年增加4家。

2017-18年冬春航季期间，美兰机场新开航
线50条，通航城市将达到114个，比上个冬春航
季增加20个，包括承德、达县、广元、洛阳、茅台、
唐山、黄山、盐城、悉尼等航点。

当天会议还对《海口市鼓励民航业发展财政
补贴实施办法》进行了解读。

鹿城境外航线添新军

三亚⇌乌兰乌德
直飞航线首航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记者林诗婷）今天2
时05分，一架由俄罗斯北方之星航空公司执飞的
航班号为Y7509的波音B738飞机，搭载着161
名旅客，从俄罗斯乌兰乌德市飞抵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这是三亚与乌兰乌德的首航航班，意味着三
亚国际航线网络再添新成员。

据三亚市海防与口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亚⇌乌兰乌德航线是该市今年第7条新开国际航
线，由三亚昊利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北方之星航空公司合作运营。截至目前，三亚通
航的境外城市已达23个，正在运行的境外航线
24条，其中直飞航线21条，中途分程航线3条。

据悉，乌兰乌德市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
首府，也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古老的大城
市之一，邻近贝加尔湖，矿产及水产资源都较丰
富，农业、林业、牧业和旅游业较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