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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朱晨
鹏）海南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
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按照统一部署，针对
海南省海岛型区域特点，以强化沿海堵
源截流为主线，坚持高位推动、立体防
控、岸线堵截、重拳出击，建立了具有海
南公安边防特色的“海上堵，岸上查，陆
上打，常态治”立体化查缉工作体系，有

效将毒品“堵在岛外，查在线内”。
由于我省地理环境特殊，各类毒

品通过轮渡、物流寄递、海上船舶等多
渠道持续不断渗透入岛，毒品堵源截
流任务艰巨。从近年警方查获的毒品
来源分析，90%以上毒品主要经琼州
海峡通道流入海南岛，再以陆路运输
的方式分销至省内各市县。

对此，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投入专
项经费，扎实推进沿海防控硬件、软件
设施建设，沿海管控能力正不断提档

升级。该总队科学建点，在沿海重点
部位布建了62个船管站、48个毒品检
查站，推动配备船管员和缉毒辅警400
余人，对进出港船舶、车辆、人员和物
品实施逢疑必查、举报必查、查必定
责。同时将原有帐篷式的临时执勤点
全部建成标准化实体化运作的检查
站，切实将每个点位打造成严查严堵毒
品流入海南岛的坚强堡垒，有效推进防
控力量和防控勤务向沿海一线延伸。

针对基层单位缉毒专门力量较为

紧张的实际，海南公安边防总队从各
级抽调50余名骨干组建14个集指导
帮扶、服务实战、检查监督等职能于一
体的执法服务队，遍布全省14个沿海
市县，形成“总队侦查部门-支队执法
服务队-基层办案队”三级协同配合
的侦查体系。禁毒大会战以来，总队
各级成立专案组107个，侦破部、省级
毒品目标案件27起，侦破大要案件同
比上升40%。

禁毒大会战以来，海南公安边防总

队各级单位先后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946起，查处吸毒案件3195起，打击处
理涉毒人员4509名，缴获各类毒品
1400公斤，其中，查获复方磷酸可待因
口服液1300公斤，缴获海洛因、冰毒、K
粉等各类毒品100公斤。破案数、查处
吸毒案件数和打击处理涉毒人员数同
比分别上升36%、10%和18%，缴毒量
同比翻了两番。在禁毒工作的牵引带
动下，边防辖区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2.7%，“盗抢骗”案件同比下降30.8%。

筑环岛禁毒铜墙 斩毒品入琼通道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海南公安边防总队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46起

公然盗伐国有林木出售
文昌一男子被逮捕

本报文城6月19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吴海青 肖小帅）利用承包
对林场内林木抚育采伐机会，文昌一
男子从中盗伐林木并出售获利。日
前，文昌市森林公安局侦破该起盗伐
国有林木案件，犯罪嫌疑人韩某被依
法批准逮捕。

今年4月，文昌市抱罗镇男子韩
某在取得海南省岛东林场昌洒作业区
的同意后，受雇到该作业区林班内实
施“卫生伐”工作。

期间，韩某指使工人对林班内长
势良好的林木进行砍伐，不听护林员
劝阻，将所盗伐的林木运走出售。

案件的发生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
响。经省森林公安局和文昌市森林公
安局调查，韩某盗伐木麻黄树共425
株，被伐林木立木蓄积量19.3立方米，
已达到盗伐林木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犯罪嫌疑人韩某因涉嫌盗伐林木被文
昌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日前，经检察机关批准，韩某被执
行逮捕。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果壳变得脆薄，剥开，果肉干
紧，呈深褐色，塞进嘴里，味道清甜
——今天是这批荔枝进入烘房的第
四天。上午，海口海味榔生物科技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王词忠打开烘房，从
簸箕里拿出一颗烤好的妃子笑放进
嘴里尝了尝，赞叹道：“成了，烤干后，
荔枝味更浓！”

烘房位于海口市大型农副产品综
合批发市场3号楼，整个厂房都弥漫
着荔枝的香甜。4台荔枝烘烤机在厂
房内轰轰作响，每天可以加工荔枝鲜
果7万至8万吨，产出荔枝干1.5万斤。

“我们从6月10日开始对未销售
的荔枝进行保底收购，收购价不低于
每斤2元。”王词忠介绍，为延伸荔枝
产业链，今年5月下旬，海口成立荔
枝（农产品）加工企业联盟。联盟负
责从源头对荔枝收购质量的分级把
控，确保荔枝加工品的质量和品牌经
得起市场检验。

“荔枝鲜果烤成荔枝干，水分要
从80%减到20%，烘烤机能最大程度
保留动植物的原有成分，让营养不流
失。”王词忠说，为了提升加工质量，
今年联盟专门从广东购买了8台烘
烤机，并从当地请了技术人员来海口
进行指导。

加工荔枝干，海南金农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黄时京从4年前就开始尝

试。2014年，黄时京的公司首次通过
电商向岛外销售荔枝。“中间因为天气
原因，荔枝没法运出岛，压了几万斤。”
为了不眼睁睁看着荔枝放烂，黄时京
决定把积压的荔枝加工成荔枝干。

“当时没有机器，只能用最传统
的火烤方式。”黄时京说，因为工艺
落后，几万斤荔枝只能烤出来几千
斤。2015年，黄时京开始启用机器
烤荔枝干，2000斤鲜果能烤出400
斤干果，产量大大提升。

黄时京说，荔枝因为皮厚不易烘
烤，所以过去中国人只有吃龙眼干的
习惯。随着烘烤技术的成熟，荔枝干
也将被更多人接受。

经过两年的考察、推广，黄时京
已经把荔枝干卖到国外。近两年，黄

时京跟随省贸促会出国考察，发现北
非不少国家有吃果干的习惯。带去
的荔枝干在当地很受欢迎。今年4
月，黄时京的公司同埃及贸易组织签
订了200万斤荔枝干果销售意向书。

“今年联盟共计划采购荔枝鲜果
1000万斤。”黄时京说，加工的荔枝
干每斤可卖30元，利润达每斤10元，
价格更优，效益更高。

“进行荔枝深加工，不仅能延伸荔
枝产业链，也能进一步打响海口火山
荔枝品牌。”在王词忠和黄时京看来，
加工荔枝干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企
业联盟还将依托海口特色农产品、海
产品，根据季节推出黄皮干、淮山干、
地瓜干、萝卜干、海鲜干等，推动海口
农业深加工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海口荔枝加工企业联盟延伸荔枝产业链

荔枝烤干味更浓价更优

海口两处路段
今起开通左转交通组织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为缓解海口市区部分重点路段的交通
压力，充分发挥周边路段的分流作用，盘活周边路
网，减少和邦路与广场路右转调头车辆对直行车辆
的影响，海口市交警支队将于6月20日开放和邦
路左转白龙南路与广场路左转大同路交通组织。

据了解，海口市白龙南路与和邦路口东进口
（和邦路）开放左转交通，在开通和邦路左转白龙
南路的同时，增加路口北侧人行横道及非机动车
过街道；大同路与广场路口东进口（广场路）开放
左转交通，开通广场路左转大同路交通，并同步将
原人行横道和非机动车过街拆分南、北两侧人行
横道，以分流行人、非机动车，分向通行，提高非机
动车通行效率。

火山荔枝 绽放芳华

广告

为深入贯彻《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以发展共享农庄为抓手建
设美丽乡村的指导意见》（琼府〔2017〕65号）精神，做好海南共享
农庄顶层策划设计工作，方便共享农庄申报主体联系到心仪的设
计团队，海南省农业厅决定组建海南共享农庄设计师团队，面向
社会公开、公平、择优征集一批具有资质、有经验、有实力、精创意
的设计单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海南省内设计单位须具有农业生产、农业景观、田园综

合体、农旅融合、建筑设计等丙级及以上资格资质的机构；省外设
计单位须具有农业生产、农业景观、田园综合体、农旅融合、建筑
设计等乙级及以上资格资质的机构；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

营业执照；
（三）申报单位设计团队技术人员不少于10人；
（四）截止2017年12月，已完成过所在行业的设计项目不少

于20个；
（五）没有处于被行政管理部门取消或暂停经营资格、投标资

格的处罚期内；
（六）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二、申报材料
申请单位递交的申报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有效的年审资料复印

件；
（二）类似业绩要求提供2个及以上设计项目的设计合同复

印件和相对应的设计案例；
（三）单位介绍（500字左右），单位核心设计团队及成员介绍

等；
（四）单位联系方式，包含联系人姓名、电话、地址、邮箱、公司

网址等。
以上材料作为筛选的重要依据，必须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如

提交虚假材料及瞒报有关情况的，一经查实后，将取消其入选资
格。以上资料装订成册加盖申报单位公章邮寄或直接送至海南
省农业厅休闲农业处，电子材料一并发至指定邮箱，资料提交后
无论是否入选，均不退回。

三、征集办法
此次征集入选的设计单位，主要采取“公开报名、集中审核、

择优入选”的方式，选择一批设计理念先进、符合条件、信誉好的
设计单位，并将初选结果在海南农业信息网、海南休闲农业信息
网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再确定入选名单。

四、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2018年6月20日至7月6日。
（二）报名地址：纸质材料邮寄至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号

海南省农业厅休闲农业处430室，邮政编码：570204；电子材料
发送至邮箱：hnxxny0898@163.com。

（三）联系人及电话：柳晓磊，0898-65352306。

海南省农业厅
2018年6月20日

海南省农业厅关于征集海南共享农庄策划设计单位的公告

湿地公园构筑完整生态系统，打造栖息空间

海口五源河公园发现栗喉蜂虎

公交车变“救护车”
紧急送晕倒女乘客就医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陈
杰 莫启汝）今天上午9时15分，一名女乘客在海
口市18路公交车厢内突然晕倒。紧急时刻，公交
车变“救护车”，及时将晕倒乘客送至附近的医院
救治。因抢救及时，女乘客已无生命危险。

当天上午，18路公交车司机张运兴驾驶公交
车行驶到达龙昆南路与西沙路交叉口附近时，一
位年逾五旬的女乘客突然从座位上径直倒下，头
朝下摔到车厢地板上，双眼紧闭，脸色苍白。

考虑到救护车到达现场还需要时间，在向上级
汇报并与车内乘客协商后，张运兴在就近站点让所
有乘客下车，将女乘客送往距离最近的海医第一附
属医院救治。经医护人员急救，该乘客逐渐恢复意
识后联系到其家人，待其家人到达医院并确认乘客
身体并无大碍后，张运兴才回到线路上继续工作。

据悉，晕倒乘客今年55岁，是海南澄迈人。
因身体抱恙，当日早上刚从老家到海口，打算去医
院检查身体，没想到在公交车上突然晕倒。

琼海嘉积建成
166个微型消防站

本报嘉积6月19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樊
骁）6月13日19时13分，琼海市博鳌镇金海岸酒
店咖啡厅内空调外机电源着火，酒店员工迅速拨
打119报警。因时间紧急，琼海消防支队赶赴现
场处置的同时，调度酒店微型消防站站员利用消
火栓、灭火器等进行扑救，将火灾扼制在初起阶
段，有效防止火势发展蔓延，避免了恶性火灾事故
的发生，成功挽救财产损失百余万元。

目前，琼海市嘉积镇6个社区、160家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已完成166个微型消防站建设并投入
使用。

琼海消防支队指挥中心主任赖添荣介绍，微
型消防站是公安消防队、政府专职消防队等专业
灭火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每个微型消防站的人
数配置不少于5人，站员工上岗前，须到辖区消防
中队进行不少于15天的跟班轮训，经考核合格并
备案后方可上岗。微型消防站实行24小时值班
备勤，每班不少于2名站员，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能
够3分钟内到场处置，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

据统计，2017年以来，琼海市各微型消防站累计
处置初期火警3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蜂虎在五源河安家了！”近
日，一则消息让海南爱鸟人士兴奋
不已。发现地点位于海口五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一期）出海口景观段西
侧，紧挨湿地公园。这意味着栗喉
蜂虎在海口又添“新居”

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少观鸟
爱好者赶到公园，想一睹蜂虎的
风采。“昨天，我和几个‘鸟友’来
观鸟，很远就听到蜂虎翅膀扑棱
的声音。至少有 20只栗喉蜂虎，
7只蓝喉蜂虎。”海口湿地管理保
护中心主任陈松不仅幸运地用相
机捕捉到了蜂虎的“倩影”，还看
到成年蜂虎给雏鸟喂食的场景，

“可以确认五源河已成为目前在
海口发现的距离市区最近的蜂虎
筑巢据点。”

为何蜂虎的消息对海南“鸟友”
有如此大的触动？全球环境基金
（GEF）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宣传
教育专家卢刚解释，蜂虎被列入国
家“三有”动物名录，即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蜂虎羽毛艳
丽，色彩斑斓，被誉为“中国最美的
小鸟”，是鸟类摄影爱好者的“宠
儿”。更为重要的是，蜂虎数量稀
少，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又在不断减
少。“原来整个海口西海岸都是蜂虎
的栖息地，随着城市的扩张，这几年
金沙湾一带成为蜂虎的主要繁殖
地。”卢刚说。

蜂虎为何能在五源河湿地公园
筑巢？卢刚分析，吸引蜂虎筑巢，一
是需要有做窝的条件，二是周边有
蜂虎食用的食物，这两点五源河湿

地公园都能满足。“蜂虎喜爱在沙土
断崖上做窝，以蜻蜓、蝴蝶等昆虫为
食。五源河公园正在建设中，现场
就有新挖的断崖。昆虫幼虫需在开
阔的水域中生存，湿地公园的环境
也恰好适合昆虫繁衍。”

陈松也认为，湿地公园构筑的
完整生态系统，是吸引蜂虎来此筑
巢的关键因素。他说，五源河国家
湿地公园原本是规划建设成水利工
程。2017年，海口召集专家调研后
认为，五源河附近生态环境优越，应
该将生态修复与水利工程相融合，
叫停了河道取直、河岸硬化的“三面
光”工程。

经过一年的建设，如今的海口
五源河已成为一条城市生态河道，
满眼都是河流沙洲、鸟儿嬉戏、鱼
儿畅游、蝶飞曼舞的美丽景象——

河边用枯木搭成的“昆虫旅馆”以
及随处可见的小微湿地为昆虫产
卵提供了场所；营造的浅滩、深潭、
洄水区为鱼类、鸟类提供了休憩空
间；引种的秋茄、红海榄、老鼠簕等
红树，也为其他生物提供栖息场
所，更达到了减浪固堤的效果。

然而，目前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
（一期）工程已完成一半。待工程全
部完工，沙土断崖消失时，五源河湿
地公园还能否留住蜂虎在此筑巢？

卢刚说，蜂虎是少有的夏季候
鸟，它们很恋旧，只要环境契合，来
年还会到原地繁衍。但蜂虎不用旧
巢，每年都喜欢在新的沙土断崖上
做窝。因此，卢刚建议：“待湿地公
园修建完成后，可在附近修建人工
断崖，并创造开阔水面，以吸引更多
蜂虎筑巢安家。”

五源河湿地公园附近出现栗喉蜂虎的倩影。 （海口湿地管理保护中心陈松供图）

掀起禁毒新高潮

沉迷手游遭遇骗子

11岁女童被诈骗万元
本报海口6月19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宇）近日，海口的田女士遇到一件怪事，时不时就
会收到绑定到支付宝的银行卡的扣款短信，但自
己并没有消费怎么会被扣款，难道银行卡被盗刷
了？在询问过女儿后，田女士才发现，其女儿遭遇
骗子威胁，并被诈骗1.1万元。

原来，在一款手机网游中，一名陌生游戏玩家
告诉田女士11岁的女儿小贝，只要发200元红包
过去，就能给很多游戏装备。小贝便偷偷用妈妈
的支付宝给对方转了200元红包。但是对方谎称
网络不好，让小贝重新发，并对小贝进行威胁。于
是在对方的恐吓和诱骗下，小贝又陆续向对方发
了1.1万元的红包。就在这时，田女士及时发现
并制止了女儿的行为，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家长一定要予以监督，教
育孩子避免沉迷于游戏，防止孩子私下通过家长
手机或其他账户向不明人员转账付款，并且，个人
银行卡和手机的密码一定要保密，以避免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与纠纷。

坐车流中间“碰瓷”？
海口一男子骑车违规
试图撒泼逃避处罚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今天，一段疑似发生在海口街头的视
频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引起关
注。视频中，一名男子在车流间游走，
并先后在两辆行驶的车前突然坐下，
疑似“碰瓷”。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
悉，视频内容确实发生在海口，但是男
子并非“碰瓷”，而是其驾驶电动自行
车违规，车辆被暂扣后企图以耍赖的
方式逃避处罚。目前，该男子已被民
警带至派出所。

据了解，今天8时许，一男子驾驶
一辆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沿着金龙路机
动车道行驶，违反了《海口市电动自行
车管理规定》，被正在巡逻的执勤民警
拦停，并将其带到龙华路与龙昆北路交
叉路口的执勤点接受处罚。经核查，该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已被人为刮掉，驾驶
人付某也无法出示购车相关凭证。根
据有关规定，民警依法予以当场扣车。

当得知电动自行车因违法将被暂
扣后，付某拒绝配合执法，对在场民警
进行语言攻击，声称电动自行车被扣
后，将断了经济来源。经现场民警的
耐心教导，付某同意在开具的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单上签名，但在离开现场
时突然情绪激动，竟然跑向马路中间
坐下，试图以此要挟民警对其从轻处
罚。付某的过激举动引来路人围观，
过往车辆纷纷绕行避让。执勤民警见
状立即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口头劝离，
告知其行为已构成妨碍公共安全，付
某终于听从民警警告，在承认错误后
自行离开了现场。

9时许，付某又再次返回龙华路
与龙昆北路交叉路口，要求执勤民警
放行其违法电动自行车。在索要无果
后，付某再次跑到机动车道中间躺下
扰乱交通秩序。经多次劝离无效后，
执勤民警将其控制并带至大同派出所
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