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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荔枝 绽放芳华

海口荔枝为何统一打“火山牌”？
专家确认种植区玄武岩、砖红壤皆为火山地质

■ 本报记者 刘贡 叶媛媛

“永兴荔枝长在火山石上，但三
门坡不是火山地貌，种出来的荔枝怎
么也叫火山荔枝？”今年即将进入荔
枝销售季时，海口市政府统一荔枝品
牌为“火山荔枝”，但部分市民对此存
有疑惑。

连日来，我国著名火山地质学家、
中国地质科学院火山矿产研究中心原
首席科学家陶奎元教授实地考察海
口荔枝主要种植区——琼山区三门
坡镇和秀英区永兴镇，认为海口火山
荔枝名副其实，两处荔枝均在火山及
其岩石、土壤等背景上种植生长。

三门坡镇：火山石风
化成厚厚红土

5月8日下午，考察人员一行从
海口主城区出发，来到三门坡镇，道
路两旁的红色土壤清晰可见。陶奎
元表示，这一带为玄武岩风化的砖红
壤，土层比较厚。为了进一步证实火
山地质，最好能找到资料记载的火

山，如云龙镇的岭脚岭，三门坡镇的
龙发岭和文岭。

在三门坡镇的海口金绿果水果
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录理正在
向销售商介绍永兴荔枝富硒的情
况。“砖红壤土色比赤红壤更深，铁铝
氧化物含量更高且活性更强。”王录
理表示，“都说红土富硒，但植物很难
直接吸收砖红壤里的硒元素，需要通
过土肥水管理，才能提升果实中硒的
含量。今年三门坡试验种植的200
亩荔枝都达到了富硒标准。”

合作社南面不远处，可见两座紧
挨却不太高的山岭。社员介绍说，那
就是文岭。

从合作社出来向南行约5公里，
路边一处种满槟榔树的山坡就是文
岭。陶奎元一眼就发现了地上布满
气孔的玄武岩石块。“有熔岩与火山
渣，说明这座山是火山，且年代较为
久远。”陶奎元解释道，气孔一般发育
在一次熔岩流的顶部。形成年代较
早的玄武岩常风化成红土，三门坡大
面积的荔枝林即生长在这种火山地
质环境里。

永兴镇：荔枝树“根
抱”火山石

5月10日下午，秀英区永兴电商
扶贫中心负责人万龙用一段精心制
作的视频，解释火山地貌上生长的荔
枝为何品质更优。

“永兴全镇随处可见火山石，荔
枝树就长在火山石上，树根伸入石头
缝中，所以经常能看到‘根抱石’。”万
龙认为，火山喷发，将地层深处丰富
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带到了近地
表。除了富硒以外，永兴的火山岩土
壤中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钼，这对
永兴荔枝糖粉的积累有重要的作用。

站在永兴电商扶贫中心楼顶环
视四周，记者立刻感到自己被包围在
一大片火山荔枝林中。西北方向，有
一处起伏不大的山脉。仔细一看，正
是羊山火山带，可依稀辨认得出马鞍
岭、昌道岭、儒群岭、雷虎岭、儒黄岭
等。陶奎元介绍，在永兴、石山一带，
这样的火山有30多座。

“有的荔枝树就长在火山坑壁

上，生命力非常顽强。”荔枝大户吴开
茂说。陶奎元解释，火山熔岩的裂隙
正是藏水、生根、透气、供给植株营养
的“生命之床”。

在永兴镇，上百年的荔枝古树随
处可见。陶奎元认为，永兴镇火山荔
枝生长的环境可分为三类：布满火山
渣块（多孔质轻）、圆形稍凹下的火山
口内外；熔岩冷却过程中局部陷落成
不甚规则的坑内外；熔岩流动过程中
表面首先冷却，底下熔岩继续流动上
涌，使上部碎块状玄武岩堆成一片的
地貌。这三类环境中的岩石多孔、多
裂缝，荔枝根系向裂缝里生长，因此
古荔枝树下常见“根抱石”。

统一品牌突出共性形
成合力

查阅《中国区域地质志》，三门坡
镇一带的火山是新近纪中新世灯楼
角期的火山，距今2300万年至530
万年；永兴镇的火山以雷虎岭为代
表，属于第四纪全新世石山期的火
山，距今约1万年。距今1万年的火

山看得到岩石，年代更为久远的火山
则已风化为红土，沿海、沿河的火山
地质则被滨海堆积物、生物堆积物及
冲积物覆盖。

如今，琼山区三门坡镇因荔枝获
得了农业部认定的“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称号；享有世界荔枝基因种
源库美誉的秀英区永兴镇，其永兴荔
枝也已经成为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和国家工商总局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产品。

采访中，两镇有关人士都表示，
今年海口市政府将两个品牌合并为

“海口火山荔枝”，突出了共同特征，
有利于形成合力，实现长远发展。但
三门坡镇适合进行规模化种植，永兴
镇主要靠荔枝口感和品相的独特性
以少胜多。因此两镇希望能采用子
品牌的方式保留各自特色，配置不同
资源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琼北这片神奇的土地，正从统一
荔枝品牌，提升其核心价值和知名度
开始，做优做强农业，让农民的腰包
鼓起来。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琼山区获悉，为
提升海口火山荔枝月活动的影响力与可参与性，该区精心策划推出10条荔枝
采摘游线路，供市民游客选择。

国际旅游岛讲坛
讲座预告

2018年第7讲（总第334讲）

时 间：5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9：30—
12：00

主讲人：张兆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自由贸易试验与海南发展机
遇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5月13日，海口火山荔枝月活动在三门坡镇启动。图为荔枝种植户在参加荔枝评选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我省开展“打击和防范
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黎瑾 王坤）今天是第九个全国公
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今年宣传日
的活动主题为“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按照公安
部的统一部署，省公安厅统筹组织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会同工商、税务、银监、食药监等行政执法部
门，在全省范围大力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宣传效果，日前，省公安厅
首次采用自媒体等形式向全省推送宣传预告
片，以非法集资、加盟类合同诈骗、银行卡、知
识产权、传销、假币、证券等7类群众关切的热
点经济犯罪为宣传重点，分类揭露常见作案手
法和伎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措施。

今天上午，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会同海口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在海口市明珠广场设立主宣
传点，邀请省、市两级银监、金融、工商、税务、
烟草等行政执法部门和银行代表，通过悬挂宣
传标语、展示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分类介
绍防范经济犯罪知识、讲解剖析典型案例、设
立经济犯罪咨询举报台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
宣传。同时，全省各级公安经侦部门在当地广
场、车站、商场、社区、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场所
同步设立宣传点开展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日活动，全省公安机关共发放各类
防范经济犯罪安全提示手册和宣传单7万余份，
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发布网络预警防范信
息3000余条。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晴）近日海口市民黄小
姐反映，一位微信好友给她发来信
息称，自己手机刷机后，忘了密码，无
法登录微信，让黄小姐将短信收到的
验证码发给他，以便通过好友验证登
录微信。忘了密码，登录微信时需要
好友发验证码吗？为此，海南省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一个新型骗局，“好友验证”与“验
证码”绝不是一回事！此骗局很有迷

惑性，让受害人很容易上当。
近期，不少地方出现了冒充好友

索取短信验证码以盗取微信号进而发
布求助信息骗钱的“宰熟”诈骗手段。

黄小姐介绍，近日一名陌生男子
盗取她一位朋友的微信号后，从微信
上给她发来信息，要她把手机号码发
过去，“他说自己的手机刷机后，所有
人的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我没多
想，就把手机号发过去了。”过了一会
儿，对方又说：“我发到你手机上的验
证码收到了吗？我手机刷机后重新
登录微信，需要进行好友验证，麻烦
把收到的验证码发给我。”

黄小姐把手机短信收到的验证

码发给了对方。没料到，几天后她的
几位亲友来电称，他们在微信上收到
了黄小姐发送的借钱求助信息。

“请大家注意了，忘了密码登录
不了微信要通过好友验证，与发送验
证码不是一回事。”海南省反电信网
络诈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验证码
的主要功能是针对机主的，如机主转
账付款时收到的验证码，这与微信上
的“好友验证”没什么关系。

采访中，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王警官为记者现场演示了骗子的行
骗方式。王警官用两部手机做实验，
在A手机上用B的手机号登录微信，
因为不知道B的微信登录密码，选择

用短信验证码登录，只要B将收到的
验证码告诉A，A手机就能轻松登录
B的微信，获取B的所有绑定信息，并
能修改微信登录密码。“收到短信验
证码后，骗子盗取微信号的过程最快
只需要一分钟左右。”

“骗子盗号成功后，除了可以直
接使用被盗微信号发布各类求助信
息骗取钱财外，还可以获取通讯录中
好友们的微信号。”王警官提醒，骗子
只要有受害人的手机号及微信登录
验证码，就可以盗取受害人的微信号
及微信上的全部信息，为了保护您的
隐私及财产安全，请勿轻易转发各类
短信验证码！

忘了微信登录密码 需要好友发送验证码？

假的！骗子可能正在盗取您的微信号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本报八所5月15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彭珊珊）农村改厕工作
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广大农
民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和文明素质
的一项民生工程。东方市农村改厕
工作取得了较快发展，卫生户厕的
普及率目前已达83.03%。今天上午
在东方市举办的省农村改厕技术培
训班上，东方市农村改厕模式获省
爱卫办点赞。

东方市为了统筹全市各村的改厕
工作，结合“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程”
建设、脱贫攻坚、健康海南等重要工
作，按照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原则，

高标准推动农村改厕工作。一是实行
整村扶贫改厕，统一设计、统一建设；
二是政府资金主导，各部门密切协作，
坚持“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的原则，提
升农村改厕整体效果。

截至目前，东方市10个乡镇及华
侨经济区农村改厕总户数90145户，
已完成 74889 户，尚未改厕 15256
户。卫生户厕的普及率达83.03%。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到2020
年全面完成农村改厕的要求，2018年
至2020年，东方市将投入2亿元资
金，完成农户新建、改造厕所16711
座，行政村新建公厕199座。

东方市爱卫办主任蒙勇介绍，针
对农民卫生意识参差不齐、改厕工作
进度不均衡等方面情况，东方将农村
改厕工作模式分为5类：危房改造户
危房改造与改厕统筹推进，统一设计、
统一建设；贫困户厕所建设资金由财
政支出，建设图纸由市政府统一设计；
非贫困户厕所由农户自建，乡镇政府
给予相应奖励补助；2018年整村推进
扶贫村庄改厕由政府兜底统一建设；
各行政村公共厕所建设资金由市财政
列支，建设图纸由市政府统一设计。

东方市把农村改厕补助标准分为
5类：统筹危房改造及改厕补助资

金，危改户改厕补助标准为每户
6700 元；贫困户每户改厕补贴为
9200元；非贫困户户厕补贴标准原则
上不低于每户1600元；2018年整村
推进扶贫村庄全村改厕由市财政出资
兜底，单户造价为9200元；199个行
政村公厕每座造价为20万元。

省爱卫办主任刘学军说，东方市
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农村改厕工作，
将农村改厕与脱贫攻坚任务相结合，
即保证改厕工作的覆盖面，又重点扶
持了贫困户改厕，并在资金投入、补
偿标准以及监管等方面，都有一些先
进经验，值得其他市县借鉴。

截至目前
东方市10个乡镇及华侨经济区

农村改厕总户数90145户

已完成74889户

政府资金主导 统一标准建设

东方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83.03%
海口开展仓储场所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杨宇鑫）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公安消防支队了解到，为深入推
进火灾防控工作，海口市政府决定从
即日起至9月2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仓储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确保消防安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分
动员部署、排查整治、总结验收等3
个阶段，整治范围包括全市各类仓储
场所。

排查整治内容包括：是否依法通
过消防行政许可或消防备案抽查；建
筑物或场所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
收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的使用
性质相符；消防安全布局、防火间距、
消防车通道等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
准要求；建筑物是否按照消防技术标
准设置防火分区和疏散设施，疏散通
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建筑消防设
施的设置是否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并保持完好有效；电器
设备安装使用和线路敷设是否符合
相关技术标准，用火用电管理是否到
位等。

三亚去年破获
经济犯罪案件63起
挽回经济损失28亿元

本报三亚5月15日电 （记者徐慧玲）今天
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今天上午，三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联合相关部
门，在该市明珠广场开展宣传活动，为民众普及
防范非法集资、传销等不法行为相关知识。

当天上午，三亚市公安局联合三亚市打击和
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亚市地方
税务局、三亚市国家税务局等单位，在活动现场设
立了假币识别、假烟识别、发票鉴别等咨询点，重
点宣传介绍了非法集资、传销、合同诈骗等涉众型
经济犯罪典型案例。

工作人员现场向市民游客详细解答如何辨别
假烟，如何防范假币、假发票、信用卡诈骗等相关
知识。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
民游客展示三亚相关职能部门近年以来在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方面取得
的成绩。

三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年三亚相继破获了一系列重特大经济犯罪
案，有效震慑了犯罪团伙的气焰。去年，该支队共
受理经济案件90起，立案77起，破案63起，刑事
拘留32人，逮捕14人，移送起诉8人，涉案金额
34亿元，挽回经济损失28亿元。

三亚崖州开展
“清洁田园”活动

本报三亚5月15日电（记者袁
宇）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崖州区政府获
悉，为推进田园清洁工作，该区将农
户种植用种用药、农药废弃包装物及
农田生活垃圾清理等纳入管理范围。

近日，三亚市崖州区开展“清洁
田园”活动，通过设置农田废弃物回
收点和集中存贮点、建立农田保洁员
队伍等举措，从源头上清洁田园。

崖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
“清洁田园”活动，目的在于解决田间
农资包装废弃物污染环境问题，保护
农业生态环境。

2018年至2020年

东方市将投入2亿元资金

完成农户新建、改造厕所16711座
行政村新建公厕19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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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用餐点：田心村思乐农庄、塔昌村农家乐、良友酒家

海口琼山推出10条荔枝采摘游线路

A线：海口——海口积书水果产销合作社果园
B线：海口——金立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果园
C线：海口——龙鳞村果园——龙鳞村农家乐
D线：海口——荔海农庄——农庄观光、果园采摘

荔枝采摘游线路具体包含 4个片区线路
三门坡片区 大坡片区

红旗片区 旧州片区

三门坡片区
共有4条推荐线路

推荐用餐点：龙鳞村农家乐、荔海农庄、包记美食园

大坡片区
共有4条推荐线路

A线：海口——龙蛟村果园——田心村思乐农庄
B线：海口——创利果园——田心村思乐农庄
C线：海口——沙塘仔果园——田心村思乐农庄
D线：海口——大坡白石溪瀑布——塔昌村农家乐

海口——泮边村休闲农庄

海口——墩插村世外桃源休闲养生区

红旗片区推荐线路

旧州片区推荐线路

海口7名干部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宁平 胡峰）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纪委获悉，目前，海
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
建云等7名干部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海口市纪委通报，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
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建云，海口市交通运
输和港航管理局原调研员李文光（已退休），海口
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原副调研员魏天明（已
退休），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党总支书
记、支队长张庆，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政
委吴建陆，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办公室
主任何光钊，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陈新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海口市纪委市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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