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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新冷空气再袭琼岛
局地有小雨气温再下降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翁小芳）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
2月10日夜间～11日，受新的弱冷空气影响，全
岛气温有所下降，五指山以北地区阴天有小雨，最
高气温15℃～19℃，最低气温12℃～14℃；五指
山以南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2℃～25℃，最低气
温14℃～17℃。另外气象部门预计，春节期间海
南出现低温阴雨天气的可能性小，适合户外出行。

气象部门预计，10日起，受新的冷空气影响，
我省北部、中部和东部阴天，局地有小雨，气温有
所下降；2月13日～14日，全岛大部地区以多云
为主，各地气温逐渐回升。

2018年海南省
环境质量状况

1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包括三沙市）开展监
测的28个在用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
为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民
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厂净化处
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
入居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8年2月6日

博鳌机场开通新航线
济南⇌武夷山⇌琼海

本报嘉积2月8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覃
朝春）今天12时 20分，山东航空SC4753 号航
班降落在博鳌机场，标志着博鳌机场正式开通
济南⇌武夷山⇌琼海航线。博鳌机场在机坪上
举行了简短的接机仪式。截至今日，博鳌机场春
运期间计划增加的南昌、郑州、武夷山、克拉玛依
5条新航线已经全部顺利开通，现在共计执飞21
条航线，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据悉，春运 8 天，博鳌机场已完成吞吐量
37000余人次，日平均客流量已达到4600余人
次。目前，博鳌机场进出港航班高峰时段集中在
14：00-17：30，尤其是16：30左右有4个航班同
时离港。为确保出港旅客能够及时、顺利办理乘
机手续，博鳌机场已全部开放可使用的值机柜台，
且在现场设置引导员，提供引导咨询服务。

预计2月14日，即除夕前一天博鳌机场将迎
来春运期间的高峰期。高峰期当日博鳌机场将保
障航班起降38架次，旅客吞吐量5500余人次。

海口启动
文明驾驶大行动
将制定公交车辆考核制度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洪
雨）今天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行业“文明驾驶大
行动”启动，主要是加强客运车辆驾驶员文明驾车
管理，并将建立健全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制定
公共交通车辆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日常管理、考核
制度。

近期不少市民反映海口部分公交司机存在不
规范进站、随意变道，出租车司机不规范停靠上下
客，班线客车司机站外违规揽客等行为，不仅影响
了城市文明形象，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交通出
行质量。而交通运输行业作为城市流动的展示文
明窗口，要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切身感受到海口公
交文明服务水平的新变化、新成绩。

文明驾驶大行动启动后，海口交通和交警部
门将坚持文明执勤、严格执法，采取宣传教育和严
管重罚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道路客运车辆乱停、
乱行、乱鸣等违法违规交通行为的治理力度，加大
对12345和椰城市民云中投诉举报的不文明驾驶
行为查处力度；交通运输企业、城市公共交通经营
管理部门将建立健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
所属车辆的监管，制定车辆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日
常管理、考核制度。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李关平

今天上午，由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主导开发建设的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一期正式开园迎客，这是海南
农垦实施“八八”战略建设8大产业园
中首个开园的园区。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是我省
“十三五”重大项目，借助海南发展热带
农业的天然优势，将热带农业与现代
化、产业化、信息化、休闲旅游等元素相
结合，全力打造“三区一中心”，即国家
级热带农业示范区、热带农业休闲旅游
体验区、农垦改革试验区和热带农业国
际合作中心，争创国家5A级景区。

一期开园的项目包括：农业梦工
厂、生态热带新果园、美丽乡村高山
村、西入口服务区、共享菜园和共享农
庄等6个项目。

来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看什么？
玩什么？请跟着海南日报记者的步
伐，带你领略一番别致的田园盛景。

温室里看花 雨林剧场看戏

作为一期开园的亮点之一，位于
农业公园西北侧、占地面积315亩的
农业梦工厂不容错过。

走进农业梦工厂，一座巨大的玻
璃温室呈现在记者眼前，里面各种兰
花、菊花争奇斗艳。“农业梦工厂是目
前国内一次性建设单体规模最大、集
成技术最全的热带农业玻璃温室。”据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卓华介绍，农业梦工厂采用世
界领先的荷兰技术建设4个热带农业
高科技玻璃温室，部分棚顶区域采用

铺设双玻光伏组件，实现高效的空间
资源利用，是农业生态循环科技和节
能环保的示范性项目。

从农业梦工厂游客中心左入口进
入，来到了热带雨林区。热带雨林里
融入了各类大型假山和造型各异的大
自然元素，园区内一条索道串起一棵
棵古树，瀑布从假山上倾泻而下，仿生
蝴蝶、蜜蜂造型倒映在摸鱼池中，显现
曼妙的身姿。

在热带雨林区内，雨林剧场是一
大重头戏。记者在雨林剧场看到，伴
随轻快的音乐，身着彩服的小丑穿梭
在台上变魔术，引来观众阵阵喝彩。
据马戏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园后，热
带雨林区马戏团将在这里上演鹦鹉表
演、小矮马拉车以及魔术、杂技等精彩
节目，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大饱眼福。

鲜花餐厅用餐 看非遗展示

“爷爷你看，好多五颜六色的花！”
3岁的山西女孩张艺馨在雨林剧场刚
刚看完马戏表演，迫不及待地奔向鲜
花餐厅。

在近1万平方米的鲜花餐厅内，
特色十足的立体造型花架组成一片
花海，欧式风格的桌椅让鲜花餐厅
呈现出浓郁的田园风。“这里可一次
性容纳1600人用餐，能满足各类庆
典需求，游客还能品尝到以鲜花和
热带水果为食材的鲜花菜肴。”黄
卓华说。

在梦工厂东侧，是农业嘉年华区
域。在农业嘉年华区，一个个农村茅
草房造型的小亭子是别致新颖的展销
柜台，这里是专门展销海南各个市县

以及海垦农产品的“聚集地”。“黎母山
咖啡”“白沙绿茶”“桥头地瓜”等优质
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在主打黎锦特色工艺品的海垦旅
游集团展区，只见两名黎族妇女表演
手工编织黎锦，不少游客被精美的黎
锦所吸引。

展区负责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黎族传统棉纺织工艺”代表
性传承人胡春芳告诉记者，这些黎锦
全部来自海南农垦金江农场公司黎族
织锦联社职工所织。“希望借助这个平
台，让更多游客了解海南黎锦，成为合
作社职工新的增收渠道。”身兼合作
社艺术指导的胡春芳说。

回归田园 观赏珍奇果树

从农业梦工厂走出来，漫步走在乡
间小道上，来到公园户外另一个景点——

高山村。高山村建村于唐末宋初，至今
已有千年历史，是海口历史文化名村。

漫步村庄之中，“村在园里、家在
景中”的景象仿佛一幅画卷徐徐打
开。乡愁博物馆里陈列着旧时的农具
渗透出浓郁的农耕文化特色，穿村而
过的河面上鸭群嬉戏……

在田园里几处不起眼的老树枝桠
中，顺着树洞里的梯子攀爬上去，竟是
一间间客房，可谓别有洞天。“这些是
鸟巢客房，晚上可以在这里仰望星空
呢！”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游客中
心讲解员范佳慧介绍道。

“在这里可以体验栈桥漫步、湖边
垂钓，感受高山村独特的民俗、纯朴的
民风，仿佛回到自己的老家。”海口市
民郭芳铭告诉记者。

在逛完高山村后，走上田园栈道，
来到水系环绕的生态热带新果园和共
享菜园。据海南农垦科学院院长李智

全介绍，生态热带新果园引进数十种
国内外热带、亚热带名、优、稀、特珍贵
果树树种。

“同时，共享菜园打造1000个小
菜园，通过网络分租面向全国销售，提
供代耕代管服务，并提供订单生产、专
属加工、包装和配送服务，成为互联网
时代的家庭网上菜地，让市民在家也
能吃上自家菜园种出的果蔬。”李智
全说，未来桂林洋国家农业公园有利
于丰富海口市民物质和文化生活，让
更多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记者了解到，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将继续围绕热带农业主题，牢
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按照既
定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各项工作，为市
民、游客提供全新的热带农业休闲旅
游体验。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一期）昨开园，记者带你领略田园盛景——

农业梦工厂 乡愁博物馆

海航今年春运计划执行
航班6万余班次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邵长春）记者今
天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为应对春
运客流高峰，自2月1日至3月12日春运期间，海
南航空将联合海航集团旗下10家航空公司计划
执行航班共计60000余班次，全力保障春运期间
旅客顺利出行，服务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其中增加航班5200余班次，特别是加大了长
沙、福州、南昌等返乡地区的运力投入。

在增加航班的同时，海南航空还采用机型优
化的方式，加大对旅客需求旺盛航线的运力投
放。针对海口、三亚、昆明等地进出港热门航线采
用宽体机型或提高宽体机执飞频率，从而提升可
用座位数，协助更多的旅客回家。

据了解，春运以来，自2月1日至7日，海南航
空在海南地区总航班量已达1379班次，其中春运
加班 157 班，运输旅客 226724 人，其中进港
109610人，出港117114人。

机场保障方面，海航机场集团今年春运预计
输送旅客688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4.4万架次。
其中，海南省内四家机场预计输送旅客620万人
次，保障航班起降3.7万架次。

码上读

扫码
可读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更多内容

本报海口2月 8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徐家启 实习生洪雨）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交通部门获悉，海口将
于2月10日正式开通24路、54路、
59路、86路等4条公交快线和86路、
夜4路等2条常规公交线路。相比现
有常规线路，4条公交快线采用“大站

快车”方式营运，停站更少、乘车更舒
适、耗时也更短，市民乘车时间大幅
缩减。

据了解，海口交通部门2月10日
起在原有常规线路基础上增开24路
（狮子岭工业园区——海甸一西路）、
54路（信达海天下——省药物研究

所）、59路（海口高铁东站——海口综
合保税区）、86路（海口高铁东站——
新海港）等4条公交快线和86路（海
口高铁东站——新海港）、夜4路（东
湖——新海港）等2条常规公交线路。

据悉，4条公交快线将根据不同
时段出行高峰期的特点，灵活调整首

末班时间、发班间隔和运力配置，保
障市民出行，平均发班间隔时间为8
至 15分钟每班。其中59路、86路
（含快线）为分段收费与常规票价相
同，全程票价为5元、4元；24路、54
路两条公交快线票价为2元；夜4路
票价为5元。

本报海口2月 8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梅思程）随着春节临近，客
流物流增加，节庆活动频繁，烟花爆竹
燃放集中，火灾风险加大。省公安消
防总队今天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醒

公众欢度佳节勿忘消防安全。
每年春节，我省各地因燃放烟花

爆竹导致火灾事故时有发生。据统
计，2017年春节期间，全省共发生火
灾29起，其中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

火灾4起。消防部门提醒，燃放烟花
爆竹前，一定要仔细阅读烟花爆竹上
的说明，按正确的说明方法去燃放。
注意选择安全场地，切勿在加油站、柴
草堆以及靠近易燃易爆物品的地方进

行燃放，不可在建筑物室内、阳台、走
廊等地燃放。燃放爆竹类的鞭炮时，
最好将鞭炮悬挂在室外固定物体上，
燃放烟花类的爆竹时，最好将烟花稳
定地直立于硬地上，不要手持燃放。

80余人欢聚邮轮
共享“爱心年夜饭”
环卫工人、公交司机、
孤残儿童获邀

本报三亚2月8日电（记者徐
慧玲）“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邮轮，
还吃了好吃的饭菜，感觉特别开
心！”三亚市社会福利院的孩子小
龙兴奋地对记者说。今天中午，停
靠在三亚国际邮轮港的丽星邮轮

“双子星号”红房子西餐厅里，“爱
心年夜饭”大型公益活动在此开
席，活动主办方南国都市报联合亚
太区领导船队丽星邮轮，邀请三亚
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孤残儿童、困
难家庭儿童，以及“感动海南”年度
人物和家属等 80余人，享用丰盛
的年夜饭。现场还抽奖送出了10
套“双子星号”精致船模。

据了解，此次“爱心年夜饭”大
型公益活动，得到了众多爱心企业
的积极响应。今天的“爱心年夜饭”
活动，是南国都市报今年“爱心年夜
饭”活动首场开餐的团圆宴席。

海口忠介路一期
亮化改造完成

老街靓装迎新春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龙泉）今天傍晚，华灯
初上，位于海口府城地区的忠介路
渐渐“亮”了起来。循着暖黄色的
灯光一直走，这条街区的人气越来
越浓。为活化忠介片区业态，全面
提升市民游客幸福感和满意度，海
口市琼山区于去年12月23日对忠
介路道路启动一期亮化改造建
设。今年 2月 5日，该项目顺利完
工落架。

海口市琼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杨栓介绍，忠介路是
海口一条颇有历史的老街，全长
600米左右，因年久失修，居民楼外
墙破损老化，门店招牌、线路杂乱无
章。为提升市民游客的游览效果，
2017年 12月 23日，琼山区启动忠
介路的一期升级改造。自开工建设
以来，参建各方就电力、通信等管线
迁改进行了积极统筹，道路两侧立
面改造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等综
合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

据了解，忠介路一期改造共涉
及18栋建筑、近30家商铺，设计风
格主要参照府城明清时期的建筑。
改造中建设方对原路面两旁的墙壁
进行了重新粉刷，屋顶上全部添置
了统一的射灯、斜屋面，各个铺面的
门牌和门窗、路面上的配套设施也
进行了统一的改造。

警惕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

省消防总队发布春节消防安全提示

2月8日是小年，在这个天气微寒的日子里，三亚的部分快递员们却感受到了暖暖的节日气息。应三亚千古情景区的邀
请，他们中的许多人第一次走进景区，吃上了热腾腾、丰盛的小年饭。据悉，为给奋战在一线的工人送去新春的祝福，三亚多
家企业和单位纷纷诚邀为城市发展默默奉献的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人员，为他们举办不同形式的年会、年夜饭活
动，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也传递着三亚这座城市暖暖的情意。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武威 摄影报道

2月8日，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开园第一天，游人如织。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兴洋大道打
通交通要道方
便市民出行
■ 公园设路网
水系项目栈道

海口明日起开通4条公交快线
采取“大站快车”方式营运大幅缩减乘车时间

丰盛小年饭
温暖快递小哥

十条消防安全警示

社会单位
要严格落实消
防安全责任制，
开展节前消防
安全检查，消除
火灾隐患，确保
消防设施完好
有效

公众聚集
场所要制定并
演练应急疏散
预案，保持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畅通

火灾发生
时楼道内杂物
易产生有毒烟
气、堵塞逃生通
道，要及时清理
楼道杂物，确保
通道畅通

燃放烟花
爆竹时应选择
在 空 旷 地 带 ，
阳台杂物应及
时 清 理 ，防止
飞散的烟花爆
竹点燃

勿私拉乱
接电线，闲置的
电器应拔掉电
源插头，及时更
换老化的电线、
插座

发生火灾
时，应选择最佳
途径迅速逃生，
逃生时用湿毛
巾捂住口鼻，弯
腰或匍匐前进

电动自行
车充电常发生
火灾，并产生有
毒烟气，请勿在
楼 梯 间 、室 内
充电

商 场 、市
场、宾馆、饭店
等举办节庆或
商贸活动时，场
地设置、电气设
备要符合消防
安全规定要求，
配足消防器材

街道社区
要对居民楼进
行一次消防安
全检查，确保消
防设施完好、消
防通道畅通

外出购物、
旅游或住宿，要注
意熟悉所在场所
的疏散通道位置
和逃生路线，留意
灭火器、防烟面罩
等器材存放的位
置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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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