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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6日讯 （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王天巍）记者今天上午
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受今年第4号
台风“艾云尼”影响，6月7日海南岛
有强风雨天气，6月8日起降水自南
向北逐渐减弱。省气象部门建议，高
考和高中基础会考期间，考生和家长

出门带好雨具，注意防御雷电；强降
雨可能造成交通不畅，特别是雨量较
大区域可能出现内涝，安排赶考时间
应留有余地。

据监测，今年第4号热带风暴
已于6月6日早晨06时25分登陆广
东湛江徐闻，并于14时50分前后在

海口市的长流镇再次登陆，虽然线路
较之前预测有变，但“艾云尼”对琼岛
的风雨影响不变。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受“艾云
尼”影响，6月7日琼岛有强风雨天
气，6月8日起降水自南向北逐渐减
弱。预计6月6日08时至9日20时

各地过程雨量：海口、定安、澄迈、文
昌、琼海、临高、儋州、屯昌、昌江和
白沙等市县250毫米～450毫米，局
地450毫米～550毫米；五指山、琼
中、保亭、乐东和东方等市县120毫
米～250毫米；万宁、陵水和三亚等
市县50毫米～120毫米。

另外，6月7日，海南岛北半部
沿海陆地伴有 7级～9级大风，其
余地区伴有5级～7级大风。气温
方面，6月 7日至8日，海南全岛白
天最高气温，28℃～31℃；6月9日
至 10 日 ，琼 岛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
32℃～34℃。

高考首日琼岛有强风雨天气
省气象部门建议考生赶考提前出门

高考前夕，海口各高考考点面向考生开放。图为6月6日，在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考生在家长的陪
伴下提前“踩点”看考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日报发行中心获
全国省级党报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傅人意）日前，由
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承办的第二十五届全国省级党
报发行协作会暨发行物流产业化转型高峰论坛在
南宁举行。会议对2017年度全国省级党报发行
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海南日报发行中
心荣获“2017-2018年度全国省级党报发行工作
先进集体”称号。

来自全国30多家省级党报的相关负责人共
80多人参会，围绕“不忘发行初心加快转型发展”
主题，总结2017年度全国省级党报发行工作取得
的优异成绩，并探讨全国省级党报发行队伍建设
的新思路、新举措、新项目。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今年我省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从7月10日开始，8月
15日前结束。省考试局将于6月14
日至16日，组织全省考生开展填报
志愿模拟演练，熟悉志愿填报系统。

今年高校招生的填报志愿和
录取程序、办法等与去年相同。
除了本科提前批和需面试的专科
提前批实行梯度志愿投档录取模
式外，其它批次和本科提前批录
取的艺术类本科学校（不含艺术
类“校考”学校）仍然实行平行志
愿投档录取模式。同时，继续实
行“分批次划线、分批次填报志愿
和分批次录取”的办法。

此外，录取期间，省考试局还会
公布举报和申诉电话，邀请社会各
界等对招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高招录取工作
7月10日开始
8月15日前结束

考点开放 考生“踩点”

海口永兴电商集散中心启用
三个档位精准分拣果品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林毓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的火山荔枝
王近期陆续上市。记者今天从秀英区了解到，该
区已于本周启用永兴电商集散中心，提供火山荔
枝王集散冷藏物流一站式服务，搭建收购销售服
务平台，对果品进行精准分拣，帮助果农增收。

“永兴电商集散中心是秀英区第一个规模较
大的现代化集散中心，除了给果农提供打包服务
外，也为全国的收购商提供收果、集散、物流等便
捷服务，让全国的收购商们可以一站式采购秀英
火山荔枝。”永兴镇永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陈槐柏说，该中心以高出市场价0.2元至0.5元
的价格，向果农和贫困户集中收购，并将采收的荔
枝进行统一分拣，冷藏运输发往岛外。

对果品进行精准分拣是该中心的一大特色。
今天上午，记者在永兴电商集散中心看到，工人们
正将刚采收的秀英火山荔枝放进中转筐内，分拣、
称重、铺冰、封箱。

集散中心负责人陈志良告诉记者，中心共有3
条分拣线。其中两条可对荔枝进行初步筛选，还有
一台水果分拣器，可对荔枝进行三个档位分选。

“分拣就是生产力，也是价值倍增器。”永兴电
商扶贫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火山荔枝 绽放芳华

海南移动全力迎击
台风“艾云尼”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杨艺
华 通讯员欧燕燕）受今年第4号台风

“艾云尼”影响，截至6月6日16时，海
南移动累计65个基站停电、85个基
站退服、8条光缆中断。根据省三防
办要求，海南移动已出动保障人员逾
145人、部署油机逾65台、投入抢修
车辆逾133辆，应急车9台，累计抢通
基站已达到76个、光缆7条，做好各
项保障工作。

专题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关注2018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捆定安粽子讲究‘三横三纵’，扎绳
太松馅易露，水易渗入粽中，导致口感不
佳。扎绳太紧粽子外观不好看。”6月6
日，在位于定安县定城镇的定安定城香
满楼粽厂（以下简称“香满楼”）的粽子生
产基地一位工人说。基地内，工人们正
加班加点地赶制粽子。

“粽子虽小，但是工序多，要有匠心精
神才能把粽子包好。”工人们熟练地铺一层
粽叶，倒上一层糯米，放上几块肥瘦相间的
黑猪肉，再与用红泥腌制的富硒咸鸭蛋黄
糅合在一起，巧手一收一拢之间，一个个紧
实精致的五角粽子便成型了，然后，用大火
蒸煮10余个小时，粽子才能出炉。

而在工人们身后，一块黑板分外醒
目，上面写着：食品质量与安全是企业发
展的出路，师傅们认真工作，把好质量关，
才能生产优质的粽子。

“这句话是为了提醒工人们，时时刻
刻绷紧神经。因为定安粽子的制作十分
繁杂，包括备料、制馅、包粽、蒸煮等10多
道工序，每一道都必须万分留意。”香满
楼负责人朱武才说，定安粽子的制作工
艺最能体现匠心追求，道道工序丝毫不得
马虎，因为一系列繁杂的工序只为了最大
限度地保留住粽子的原汁原味。

匠心制作是定安粽子好吃的秘诀，也
是每个定安粽子生产者持守的理念。“我们
做食品的人，最了解品质的重要性，在保障
粽子味美料足的同时，更要保证食品安
全。”海南定安新泰来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刘会明曾当过糕点师，他从上个世纪90
年代开始进行粽子生产和销售，也是首批
推动定安粽子产业化发展的领军人之一。

“在推进定安粽子产业化的过程中，
我们坚持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的

理念。”刘会明说，在推进定安粽子产业化
过程中，为解决保鲜运输难题，定安粽子
企业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引进灭菌真空
包装设施和技术。同时，当地企业运用工
业化的生产流程，加强对粽子产品的抽查
和检测，确保粽子品质优良。“有一次，由
于工人打包技术不熟练，导致五六百个粽
子出现胀包现象，我们没有选择重新包
装，而是一次性将这些粽子全部焚毁，以
保障所有出厂粽子的质量。”

新泰来的行动只是定安粽子生产企
业匠心坚持的缩影。在定安粽子生产企
业看来，每一个从工厂中制作出的粽子，
都是定安粽子的名片，绝不能让一个不符
合标准的定安粽子流入市场，确保让消费
者享受到定安粽子的美味。

此外，定安县相关政府部门不断更新
标准，以规范所有定安粽子企业的生产行

为。据了解，2013年，海南《定安粽子》地
方标准正式实施，定安县对定安粽子的选
料、加工、制作、包装和储存、销售等各环
节进行严格管理，实现了粽子从田头到餐
桌的全程质量监控。

近年来，定安更是精益求精，不断推
动粽子生产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
化的建设步伐，从原材料采集、产品制作、
销售等各环节层层监控，以保证其品质。
定安粽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备
受消费者青睐。

“定安粽子企业宁愿多花时间和经济
成本，也绝不会在用料和工艺上缩减一丝
一毫，保证了品质，维护了品牌和口碑。”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说，如今定安
粽子名气越来越大，成为知名品牌，这和
定安县政府的支持、本地粽子企业的匠心
坚持以及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

定安粽子凝聚匠心

（本版策划/洪宝光 撰文/段誉 陈栋 司玉）

定安黑猪肉粽。 高林 摄

关注高考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邹小和）6月5日至6日，
受今年第4号台风“艾云尼”影响，
全岛出现了明显降雨，其中北部、西
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大暴雨。我省各市县加强防汛
防风工作，截至6日17时，全省转移
危房、低洼地区群众4168人，尚未

接到险情、人员伤亡报告。
据介绍，截至6日17时，全岛共有

100个乡镇（区）雨量超过50毫米，其
中文昌、临高、海口等7市县35个乡镇
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文昌市铺
前镇 218.8 毫米。全省水库蓄水
41.11 亿立方米，是正常库容的
48.60%。与5日8时相比，全省水库

蓄水增加0.23亿立方米，增量不明显。
海口受台风降雨影响有多条道

路积水，6日11时30分海口市积水
路段到达最大值，共有12条路段积
水，通过调用电源泵车强排，至6日
17时，积水道路大部分退水，仍有4
条道路积水。截至6日17时，临高
县境内未发生内涝情况。文昌市未

出现严重的道路积水。
受台风影响，6日下午至7日，

全省还将有大范围强降雨。省“三
防”总指挥部要求，各市县、各有关
部门要继续加强风雨水情预测预报
工作，做好防御强降雨准备。同时，
继续做好城市内涝防御工作以及值
班值守工作。

受台风“艾云尼”影响海南出现明显降雨

全省转移危房及低洼地区群众41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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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叶媛
媛）为了给考生营造舒适良好的考试
环境，为莘莘学子们“保驾护航”，今
年高考期间，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
海口市文明办、海口市志愿服务联合
会将组织各区文明办、团区委、区志
联在9个高考考点开展“全民公益
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高考期间，海口将组织爱
心车辆组成具有统一标识的“爱心送
考车队”，为有需求的考生以及家长
提供爱心送考服务。同时，各考点学
校将在考点周边设置志愿服务站点，
多家爱心企业也将免费为考生提供
饮用水、防暑药物、考试文具等物品。

此外，120急救中心、民间应急
救援队及多个志愿服务团队还将为
高考提供后勤保障。

海口

志愿服务覆盖考点
本报定城6月6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张博）记
者今天从定安县政府获悉，为给广
大考生营造一个舒适、便捷、安全的
高考环境，定安县各部门联动，推出
多项服务举措为高考护航。

据了解，高考期间，为让考生快
捷、准时到达考场，海南科曜新能源
汽车特为学子们提供4台高考送考
用车，免费接送考生从所在学校到
达考点。同时，定安县教育局还组
织职工和学校教师对有需要的考生
进行一对一接送，直到高考结束。
此外，定安县交警在县城主干道，部
署警力和警用摩托车随时待命，考
生如需要交通求助，只需拨打110，
交警将以最快的方式接送考生到达
考场。

定安

部署警力护航高考
本报屯城6月6日电（记者

邓钰 通讯员邓积钊）今天，记者
从屯昌县政府获悉，高考期间，该
县新能源公交车增添“爱心助考”
公交专线。同时，高考考生可凭
准考证在全县免费搭乘新能源公
交车。

据了解，该县新能源公交车由
屯昌鑫海新能源公交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客运服务。该公司副总经理
柯文表示，屯昌新能源公交车于7
日到9日期间会进行高密度、多班
次发班，在开考前和考试结束后，将
加大发车频率，缩短车辆间隔，保证
考生按时到达和离开考场。

此外，若考生随身物品遗忘
在公交车上，可致电公交客服电
话67820008进行查找。

屯昌

增开公交专线助考
本报石碌6月6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何顺彪）高考期间，昌
江黎族自治县多个单位将开展爱心
助考活动。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
坐爱心送考车。

据介绍，共青团昌江县委将在
昌江中学外设立爱心助考点，为考
生及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考试用
具、雨具等物品。此外，昌江交通运
输局组织发动该县运输企业，投入
148辆爱心送考车（其中公交车78
辆、出租车70辆），每辆送考车的挡
风玻璃都贴有“2018爱心送考”字
样，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

此外，海南电网昌江供电局安排
工作人员提前进入考点进行安全检
查，还提前完成应急备用电源的接
入工作，为高考提供电力保障。

昌江

148辆车爱心送考
本报洋浦6月6日电（记者林

晓君）记者今日从洋浦经济开发区
相关部门获悉，为保障2018年高考
顺利进行，洋浦多个职能部门积极
行动，在交通、电力等多方面协同配
合，为开发区参加今年高考的639
名考生保驾护航。

交通方面，从明天开始，洋浦
交警将全员上岗巡查路面交通，确
保道路通畅，同时，公交车、社会车
辆将参与爱心送考；考点方面，作
为开发区唯一考点的海南省洋浦
中学，届时如因降雨造成积水，将
组织人手开放地势较高的校门，保
证考生按时进场；电力方面，供电
公司将做好电力保障、备好发电
机，如果因台风造成停电，将及时
实现无缝转换。

洋浦

全力保障高考供电

海南互联网人才
公益招聘会明日举行
50余家企业虚位以待

本报海口6月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任桐）为满足省内各互联网企业用人需求，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充分就业，6月8日上
午，海南省互联网人才公益招聘会将在海口市解
放西路金棕榈广场二楼举行。50余家互联网企
业将在现场与求职人才进行供需对接。

本次招聘会由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海创客网、南海网、海南
省人力资源市场承办。

记者了解到，参加本次招聘会的企业涵盖了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集成、文化传媒、家政
服务、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从实习生到主管级
别，均有相应岗位。

同时，招聘会现场将设置政策服务区，全面
宣传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及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

不方便到现场应聘的求职者，可通过南海
网、南海网微信公众号、南海网新闻客户端、海
南直聘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了解招聘会。
对于当天无法到现场应聘的求职者可登录海创
客 网（www.haichuangke.cn）、海 南 直 聘
（www.zp0898.com）实现网络 24小时全天候
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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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