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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秀英港今起进行关港模拟演练
演练为期两天，过海旅客需走新海港

本报海口 11月 16日讯 （记者
郭萃）记者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为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新海港轮渡运输能力和疏运效率，
海口秀英港将于 11 月 17 日上午 8

时至 11月 19 日上午 8时暂停琼州
海峡客滚船装卸载作业，举行第二
次模拟演练。演练期间由新海港全
面承接客滚船装卸载作业任务，过
海旅客需走新海港。

根据海口市委市政府关于秀英港
轮渡业务西迁的有关指示，同时为了
检验新海港单港作业的能力，10月29
日，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组织
了为期一天的秀英港轮渡业务西迁演

练，并对演练中存在的新海港锚地、粤
海铁海底光缆、双向通航、临时疏港
道路、公交进出港区及停靠最优方
案等问题进行了整改。为验证第
一次演练的整改效果，并继续寻找

存在问题，再整改再落实，以便进
一步完善和提升新海港轮渡运输
能力和疏运效率，为正式搬迁奠定
基础，秀英港将进行第二次模拟演
练。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
郭萃 通讯员谢骏 彭国庆）为进一
步吸取八所“丰盛油8”事故教训，提
高员工对码头液化气泄漏、着火预
案的处置能力，今天上午，液化石油
气泄漏消防应急演练在中石化马村
油库码头举行，14家单位和企业分
管负责人观摩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一艘液化石油
气船舶码头进行卸油作业时，管线
法兰因密封损坏出现液化气泄漏，
并引发船舶着火事故。事故发生
后，船、岸双方迅速关闭进出阀口、
切断管路阀门，启动应急预案，按
照预案开展液化气泄漏事故原因

探查、水雾墙稀释石油气、消防灭
火等一系列措施，并通知清污公司
做好清污准备工作。经过油船与
岸上应急人员开展的应急堵漏与
灭火抢险的配合与操作，成功处置
了这起泄漏着火事故，确保了油库
安全生产，演练取得成功。

演练结束后，各观摩单位在评估
会上对本次演练进行了评点，对本次
演练暴露出的不足和管理难点问题
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加强了海事
部门及相关单位之间海上应急处置
能力和协同配合水平。

本次演练由海口海事局、澄迈县
港航管理局主办。

中石化马村油库码头开展
液化石油气泄漏应急演练

我省今起上调成品油价格
92号汽油每升涨0.22元

本报文城11月 16日电 （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王先伟）今天上午，
由教育部关工委和中国工程院科学
道德委员会联合发起的“院士回母
校”系列活动在文昌中学举行，文昌
中学毕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偲通
过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方式为该
校300多名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
报告。

在当天的报告会上，张偲不仅

给在座的师生详细介绍了我国海
洋科研先进成果，同时也鼓励学生
们通过努力读书，用知识武装头
脑，争当一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推动我国的科研事业发展。据了
解，张偲院士 1963 年出生于文昌
市翁田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是
文昌中学 81 届校友，现为我国海
洋生态工程学术带头人，中国科学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2013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

文昌中学校长潘正怀表示，报告
会为该校师生们搭建了一个与院士
学长交流沟通的教育平台，让该校师
生深切地体会院士情怀，以院士学长
为楷模。报告会通过张偲自身治学
做人、科技报国的经历和感悟，帮助
学生们树立好远大的人生理想、激发
他们的学习动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偲回母校文昌中学作报告，鼓励学弟学妹：

努力读书推动国家科研事业的发展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国内成品油调价信息，自2017年11月16日24时起，我省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分别提高265元和250元。

根据油气价格
联动的有关规定：

我省车用压缩
天然气销售价格调
整为5.00元/立方米
（等值换算为 6.95
元/公斤），上调0.16
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0.22元/公斤）

保亭两大保障性住房项目
预计年内交付使用
将解决2800户家庭住房问题

本报保城11月16日电（记者贾磊）记者今天
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县两大
保障性住房项目——杏林小区和金垦小区预计年
内交付使用，将有效解决2800户家庭的住房问题。

据了解，两大项目于多年前启动。杏林小区
建设14栋住宅楼，住房总套数1300套。金垦小
区建设11栋住宅楼，住房总套数1500套。

目前，两个小区围墙、监控等配套设施建设正
在有序推进，相关部门、施工单位加快推进小区排
污设施、道路建设和小区绿化等相关工作，相关房
屋分配工作预计在本月底全部完成。

日前，保亭县委主要领导到现场督导两大小
区建设工作，要求保亭各部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加快项目进展，严格把好住房分配关口，实实在
在为住房困难、符合条件的干部职工群众解决住
房问题，让他们尽早入住。

海南国际咖啡大会
参展企业已逾200家
国内外知名咖啡品牌和“一带一路”
沿线咖啡种植国家将组团参展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杨艺华）报名
参加“2017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览
会”的国内外参展企业已超过200家，知名咖啡品
牌和“一带一路”沿线咖啡种植国家将组团参展，
这是记者今天从2017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据悉，以“滴滴香浓，飘香世界”为
主题的“2017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
览会”将于12月1-3日在海口举行。

据介绍，海南国际咖啡大会预计参会人数将
超过1000人以上，国际咖啡组织主要领导人，包
括15个以上国家驻华大使及参赞，超过20个国
家协会领导和国际著名咖啡企业负责人，国内各
地咖啡协会及行业知名人士将受邀出席大会。届
时还将开展一系列经贸外交活动，举行多场双边
机制活动或会议，深化海南与国际经贸交流合作。

大会还将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交流论
坛、国际咖啡产业高峰论坛、咖啡产业分论坛及中
国咖啡行业年会等活动。大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
海南咖啡及饮品展览会及4场赛事活动，同期还
将举办10场咖啡推介会、发布会和交流培训。

省会展局副局长李学锋表示，咖啡大会旨在
给世界各地的咖啡供应商和采购商搭建一个交流
及展示的国际舞台，希望经过三至五年的精心培
育，将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览会打
造成海南品牌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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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在演练现场，抢险应急人员用水花枪进行泄漏液化气稀释演练。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彭国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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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绿橙”作为知名品牌水果、国家
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质优
价高，一些投机分子为了获取暴利卖假冒
的琼中绿橙，这种现象十分猖獗。为了保
护好“琼中绿橙”的金字招牌，今年10月初
开始，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大力打击假冒
琼中绿橙，创新了源头紧抓管理模式，即严
控琼中绿橙外包装发放、加工、打包流程。

商家销售琼中绿橙，必须持有琼中农
技中心授权颁发的琼中绿橙商标使用授权
证明书，每家被授权商家均有独立的许可
编号。截至目前，琼中农技中心已经授权
了27家经销商。每家经销商管理旗下店
面，必须有商家共同使用授权证明以及琼
中农技中心出具的农残检测报告单（期限
一般为7日，期满更换）。

除了经销商，琼中在境内设有两处销
售琼中绿橙的集中专卖区，一处是设在县
城的水果批发零售市场，位于县城海榆路
段（琼中汽车站往县政府方向约 300 米
处），共有20个摊位；另一处设在高速公路
乌石互通旁的湾岭物流园专卖区（乌石高
速出口附近），共有45个摊位。

（本版策划/申易 秦海灵 撰稿/申易
朱德权 毛景慧 图/袁才 朱德权）

去哪才能买到正宗的琼中绿橙？琼中绿橙
消费指南

授权的微店。

航拍琼中绿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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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邓瑜

李怀

黄研华

张和中

郑生雄

吴忠佩

蒲壮保

王荣堂

黎才剑

姜飞洲

王强

茅松立

黄开发

蒋萍

黄小芬

熊元元

林志壮

符之俊

朱雁斌

陈思

彭怿玮

邱禧

企业名称

海南广电绿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惠民小卖部

琼中岛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顶鲜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琼山雄生水果店

海南一典科技有限公司

琼中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琼中黎苗土特产贸易有限公司

三三易通商城

琼中云创电商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果园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华鲜生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禾风（海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果创云间农业科技开发公司

海口糖小蚁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源圆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好诚果农业科技

海口椰公主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惠农智慧家园科技有限公司永
庄村分公司

海口果铺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果鲜道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省南丰天天快递有限公司琼中
分公司

联系电话

13637566465

18889550348

18689875321

13687508185

13078980072

13976727684

13976915088

18089831316

18889534488

13034982816

18976192998

18889168665

13697578230

13518826921

13976654028

15799086878

13368999936

13208915566

13006066221

18976210370

13976732006

13807544757

琼中绿橙商标授权使用经销商

姓名

夏宏

崔福春

林秋琼

连英周
孟令革

连英周
孟令革

电话

13807699208

13976217788

13307567356

13876511276
15108933191

13876511276
15108933191

门票入园品尝

60元每个人

40元每个人

50元每个人

50元每个人

50元每个人

停车场

有

有

有

有

有

果园地址

红毛镇新伟农场绿橙果园

和平镇长兴绿橙基地

和平镇长兴绿橙秋琼基地

黎母山槟榔根绿橙果园

湾岭镇新平村绿橙基地

果园路线

从琼中出发往红毛镇方向--经过加钗农场--到建萌村路口--往里走500处

从琼中往牛漏方向--乘坡大桥--1公里向右转--进长沙有路牌--9公里--
崔氏绿橙有限公司

从琼中往牛漏方向--乘坡大桥--1公里向右转--进长沙有路牌--9公里--
往里走第一家

乌石那大公路15.7公里处路口进入握岱村右转后再左转进槟榔根村，过桥
后沿水泥路直进（沿路旁高压线电路走）

海瑜中线公里125.5公里处--新平村进--1公里处

备注

只做观光不做采摘

只做观光不做采摘

只做观光不做采摘

只做观光不做采摘

只做观光不做采摘

琼中绿橙基地联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