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多到达旅客日为2月22日 到达旅客8753人次

春运期间
海口火车站

到达旅客25.8万人次 发送旅客25.7万人次

最高发送旅客日为2月14日（大年二十九）发送7288人次

制图/王凤龙

临高

扎实创建
公园县果园村

本报临城3月12日电 （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吴孝俊）今天下
午，临高各镇和农场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节活动，为临高增添新绿。

据了解，今年临高义务植树任
务为30万株，计划在各镇、加来农
场辖区内的环岛高铁两侧，公路两
旁、中型水库岸边、街道、校园、庭院
及宜林荒山荒地种植树木，积极推
动造林增绿、优化生态环境，扎实创
建“公园县、果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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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罗轶奇）春季的海南，随处
可见春芽吐露，繁花烂漫。记者今天
从省林业厅获悉，我省自2011年开
展“绿化宝岛大行动”以来，累计完成
造林绿化近200万亩，为推进海南生
态文明示范区和国际旅游岛建设打
牢了生态基础。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坚守
生态底线，开展过一次又一次的造林
绿化行动，造林绿化成绩虽然令人鼓
舞，但森林资源质量、生态功能与布

局都与海南打造国际旅游岛和全国
生态示范区建设有差距。从2011年
起，我省启动“绿化宝岛大行动”，一
方面要做到造绿、造景、造彩、造美，
提高绿化面积和质量，打造全国人民
的“四季花园”；另一方面，要调整林
业产业结构，转变林业发展方式，打
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绿化宝岛大行动”实施至今，
我省以城乡绿化、通道绿化、河流绿
化、窗口绿化为基础，逐步形成点、
面、线、带有机结合的绿化格局。在

旅游公路上，随处可见重阳树、非洲
楝等乡土树种，摇曳着海南特有的
热带风情。走在万泉河边、美舍河
旁，或是各个城市小区，我们总能发
现椰树、三角梅，九里香等热带植
物，搭配出一个立体生态系统。绚
丽多彩的绿化景观，既提高了植被
的水土保持功能，又成为展现海南
生态形象的窗口。

截至2017年底，全省森林覆盖
率从61.5%提高到62.1%，全省各市
县城区绿地率达到35%以上，道路绿

化达标率达到95%以上。在绿化基
础上，我省还推动城镇公园、水上公
园、观光果园等生态观光景点建设，
对全省五大河流流域植被进行生态
修复，积极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构
建花园城市、生态村庄。

在推动“绿化宝岛大行动”深入
开展中，我省以富民为宗旨，逐步淘
汰低效林木推广生态经济兼用林种
植，沉香、黄花梨等乡土珍贵树种，种
植的椰子、油茶、油棕等油本木料的
种植创下历史新高，东方万亩花梨示

范基地、澄迈县福山镇2000亩咖啡
基地、乐东黄流镇2000亩花梨、沉香
等珍贵树种基地等实现规模化发展。

依托森林资源，各市县也在加快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屯昌大力发展南
药、黎药等种植业，海口扶持三角梅种
植基地发展助力扶贫，澄迈探索沉香
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全省林下经济
产业逐步壮大，林业产业成为名副其
实的“绿色银行”。经过五年的发展，
全省林下经济从业人数达60.26万人，
面积238.5万亩，产值137.49亿元。

坚守底线 逐绿前行
“绿化宝岛大行动”实施以来，全省造林绿化面积近200万亩

琼岛本周多降雨
最高气温达31℃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郭冬艳）记者今天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获
悉，3月5日-7日白天，全岛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其中5日白天最高为
白沙37.1℃。预计琼岛本周前期和后期天气总体
较好，气温适宜；中期多降雨，其中15日五指山以
北的局部地区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

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期全岛多阵雨天气，
冬季瓜菜处于上市高峰期，各地需及时采收上市；
前期和后期西部地区早稻可利用晴好天气及时移
栽，并加强水肥管理，促进返青。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 王巨昌）今天，
海口共举行7场义务植树活动，来自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
志愿者共3000余人，在园圃和海边
忙碌着，共计种植苗木约1.5万株。

为提升海防林面积，海口的7场
植树活动中还包含3场海防林义务植
树活动。海口市绿委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口全年日照时间长，温暖舒适，
所以各个季节都安排了义务植树活
动。市民平时可拨打电话68721338、

68722527报名，或在海口市园林管理
局门户网站留言报名参加。

据悉，国内不少城市已开始推广
“互联网+植树”，市民可通过网站、微
信报名参加植树活动，进行植树选
点。给市民种植的树生成二维码，里

面包含树种介绍、植树地点、植树人信
息等。这位负责人表示，海口今年也
将探索“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模式，
融合信息化的发展，解读义务植树尽
责新政策，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引导
更多市民参与到义务植树活动中来。

海口：四季皆有植树活动

关注第40个植树节

志愿植树
为青春添彩

本报定城3月12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薛陶陶）今
天，定安县团县委联合开展2018年

“青春绿化宝岛”植树活动，共百余名
志愿青年和干部职工参加了植树。

当天上午，定城镇龙州植树点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现场青年者
愿者和干部职工，经过2个多小时
的劳动共种植2000多株树苗。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充分调
动广大青少年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进一步推进绿化宝岛行动和全民义
务植树运动，营造全民参与城镇绿
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本报石碌3月12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今天是植树
节，昌江黎族自治县四套班子领导及
全县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来到
G98高速公路昌江互通处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山海黎乡

大花园”再添新绿。
据昌江林业局局长符群全介

绍，在此次活动种下120棵木棉树，
此后，还将配套种植三角梅、凤凰树
等彩化、美化树种，打造好高速路出
入口的木棉观景带，提升木棉红知

名度。
自去年以来，昌江共计种植木棉

树苗等绿化树种10.4万株，响应“绿
化宝岛大行动”造林8696亩，同时完
成林业修复面积2367亩、损毁山体
修复351亩，让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5.8%，森林覆盖率达59.8%。
据悉，昌江将继续以打造“山海

黎乡大花园”为总抓手，深化“绿化
宝岛大行动”，扩大木棉、三角梅、黄
花梨、沉香等特色树种的种植，计划
增种特色树种1.4万株。

昌江：扩大特色树种规模

电竞运动会全球总决赛
今日海口开战
首设女子组 总奖金高达550万美元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叶媛媛）第二届
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WESG）全球总决赛将于
13日在海口拉开序幕。记者今日从赛前发布会
上获悉，本届赛事亮点颇多，其中女子组竞技将首
次在赛事中亮相。届时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600名选手将齐聚海口，争夺电竞比赛最高荣
誉。比赛总奖金高达550万美元。

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是由阿里体育主办的全
球综合性电竞赛会制大赛。作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电子竞技综合赛事之一，该赛事颇受全球电子竞
技选手和爱好者关注。海口市文体局副局长张昆
荣介绍，第二届WESG总决赛将于3月13日至
18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目前来自46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选手已陆续抵达海口，准
备迎接赛事。

本届赛事涵盖《CS：GO》《DOTA2》《炉石传
说》《星际争霸II》四大正式比赛项目。为了推动
全球范围女子电子竞技运动的发展，赛事首次增
设女子组。同时，今年赛事还首次在全球总决赛
阶段加入《拳皇XIV》《虚荣》等表演展示项目。

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将获奖励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良子）记者今天
从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了
解到，自我省公布扫黑除恶举报电话、举报信
（邮）箱以来，已接到一批群众的举报线索，公安
机关将对掌握的举报线索展开调查，严厉打击黑
恶势力犯罪。

据了解，2月28日，我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工作部署及阶段性成效。为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投入
到专项工作中来，会上向社会公布了海南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扫黑除恶举报电话及信
（邮）箱。至3月12日，已接到一批广大群众通过电
话、信箱、邮箱等形式举报的涉恶涉黑线索。

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公安机关根据群众的举报线
索已组织人员展开认真调查，逐一核实。全省公
安机关充分履行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责，对涉恶涉
黑犯罪坚持露头就打，毫不手软，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建设美好新海南
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据了解，省公安厅正在起草扫黑除恶群众举
报奖励办法，对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举报重要线
索，公安机关据其所提供的情况和举报的线索查
破涉黑涉恶案件、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的，将
对举报人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举报电话：0898-12389
举报邮箱：hnsshcebgs@163.com
举报信箱：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办公室（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号
海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邮政编码：570311）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文城3月12日电（记者张

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策）3月 12日，
文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计3000
余人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植树活动，
设立数十个植树点共计种植椰树上
千亩。

据文昌市林业局局长洪忠师介
绍，根据当天植树计划，全市各镇
（场）已组织发动不少于100人的干
部群众，开展本辖区义务植树造林活
动，所选场地由各镇（场）自主选定，
种植树种以椰子树为主。除此之外，

文昌在2018年文昌将计划种植5万
亩椰子树，并大力鼓励村民、贫困户
在房前屋后种植椰子树，提升文昌

“椰乡”品牌效应。
据了解，2017年文昌全市完成

造林绿化面积15200亩，不仅完成

省级下达造林绿化计划任务的
118.7%，而且超额完成当地制定造
林绿化任务。其中，根据当地政府

“椰子工程大行动”的部署，已完成种
植椰子树76.6万株，并超额完成当
年种植任务。

文昌：鼓励村民多种椰树

本报海口 3月 12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周金丽）2018年春
运自2月15日开始至3月12日结
束，共计 40天。春运期间海口火
车站到达旅客 25.8 万人次；发送
旅客 25.7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6441人次。

今年节前春运，学生、务工、
探亲流高度重叠，形成明显高峰；
节后客流持续平稳，学生流、务工
流递进。春节黄金周最高峰在正

月初三出现，发送旅客 7201 人
次。

今年春运客流以学生流、民工
流、探亲返乡客流为主，在节前3-4
天客流集中出现。客流成分主要以
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主要
流向为广州、长沙、郑州、上海、北
京、哈尔滨、长春等地。

3月12日，是春运的最后一天，
海口火车站出行旅客并未减少，其
中以外出务工人员居多。由于互联

网售票、电话购票的预售时间长的
实际情况，该站在售票厅增派力量，
加强客流引导，随时解答旅客疑
问。根据购票旅客成分不同，由售
票窗口原来的4个增至9个，并根
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售取票窗口数
量，适当增设学生专窗，延长售票时
间，以方便旅客购票、取票。同时，
车站售票厅备有8自动售取票机，
出站口有3台售取票机，在出口处
并设有更衣室，最大限度满足旅客

的出行需求。
据介绍，虽然春运结束了，但火

车站的客流高峰仍在持续，客流主
要以务工流为主。车站提醒广大旅
客，为了避免造成拥挤和耽误乘车
时间，旅客最好提前40分钟赶到车
站候车，并请旅客注意海口火车站
各次列车发车时间，以及票、人、证
要统一，遵循实名制的要求，提前确
定身份证磁性是否失效、同行人车
票是否拿错。

陵水举办电商培训
讲座为农户“充电”

本报椰林3月12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符宗瀚 胡阳）3 月 11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大讲堂诚邀 4
名国内电子商务领域知名专家，作

“县域电商发展与电商扶贫”主题培
训讲座，探讨该县电子商务发展大
格局。

去年，陵水出台了《促进县域电
子商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在电商人
才队伍建设方面，将通过“陵水大讲
堂”、淘宝大学县域干部培训班和赴外
省游学考察等方式，培育当地电子商
务从业者。

据了解，从3月13日起，陵水还
将邀请国内电商界知名专家去往各
乡镇，为当地村镇干部、致富带头
人、贫困户等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培
训讲座，内容涵盖农村电子商务基
础知识、电商扶贫、“互联网＋乡村
旅游”等专题。

2018年春运结束

海口火车站发送旅客近26万人次

预计3月13日
全岛多云，东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有

小阵雨，北部的局部地区早晚有雾

最高气温西部和南部地区 27℃-
30℃，其余地区24℃-27℃

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15℃-18℃，沿海
地区18℃-21℃

预计14日-17日
受南支槽影响，全岛多雷阵雨天气
其中15日五指山以北的局部地区伴

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
温变化不大

预计18日
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晴间多云，西北

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
最高气温西部和南部地区 28℃-

31℃，其余地区25℃-28℃

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18℃-20℃，沿海
地区21℃-23℃

定安

陵水1200人种植树苗
6000余株

挥锄植树添绿忙
3月12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党员

领导干部带头，边防官兵、护林员、志
愿者等500余人，手持锄头，在黎安镇
退塘还林地块，种下了2000余株椰
子树，为美丽陵水添新绿。

这是陵水首批退塘还林区域，此
次种植的椰子树、木麻黄等具有较强
的防护作用，能达到“塘退下 林还上
不反弹”的效果和美化环境作用。据
统计，当天，陵水参加植树活动约
1200人，共种植椰子树、芒果树等树
苗约6000株。图为驻陵水边防官
兵在植树。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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