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郭
萃 梁君穷 邵长春 原中倩 通讯员
潘彤彤 任笑冬）受今年第 16号台
风“贝碧嘉”影响，琼州海峡自8月9
日以来停航4次，累计停航时间长
达100多个小时。8月16日10时，

琼州海峡复航，省海峡办、海南港航
开启“绿色通道”，让运菜车辆优先
过海。

8 月 16 日 12 时许，从海安过
海的第一批进岛蔬菜运输车抵达
海口。运输车司机王晓增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他驾车从湖北宜昌
出发，车上载有 17 吨萝卜，通航
后由工作人员进行指引，迅速登
船过海。

截至16日16时，海口凤翔蔬菜
批发市场共有76车蔬菜进入市场销

售，合计 1053.55 吨，共有长豆、丝
瓜、韭菜、包心菜、四季豆等23个品
种。8月16日上午，记者在海口城金
农贸市场看到，“菜篮子”公益摊位上
的菜品包括土豆、菜心等10余个基
本菜，以及白萝卜、冬瓜、南瓜、大白

菜4种受到市民欢迎的“一元菜”，每
种菜每人限购3斤。

另据悉，截至 8月 16日下午 5
时，三亚从岛外调运的第一批500吨
蔬菜陆续到达鹿城，第二批将于16
日夜间或17日早上到达。

海口重点监测的6个农贸市场10种基本蔬菜
平均零售价为6.21元/斤，较8月8日上涨83.19%

琼州海峡复航后蔬菜运输车辆陆续进岛

岛外蔬菜通过“绿色通道”驰援百姓餐桌

（数据来源：海南省价格监测中心）制图/孙发强

三亚重点监测的3个农贸市场10种基本蔬菜
平均零售价为7.74元/斤，较8月8日上涨118.03%

我省10种基本蔬菜

平均零售价格为5.67元/斤

月环比上涨86.51%
同比上涨78.30%
较封航前的8月8日上涨76.09%

8月16日

菜心（10.41元） 较8月8日上涨114.20%
地瓜叶（5.27元）较8月8日上涨113.36%
上海青（7.60元）较8月8日上涨105.41%

涨幅居前
的品种

8月16日

生菜（8.45元） 较8月8日上涨130.25%
上海青（8.61元）较8月8日上涨127.78%
空心菜（9.11元）较8月8日上涨127.75%

涨幅居前
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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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陈民）海南日报记者8月16
日从省公路局了解到，为加快我省“科
技治超”建设的步伐，省公路局结合工
作实际，积极探索“科技治超”管理新模
式，日前在G98环岛高速公路东线段
和西线段各安装1套“非现场执法”电
子系统。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两套电
子系统共检测违法超限货车62408辆。

据了解，这两套“非现场执法”电
子系统分别安装在 G98 环岛高速
K13+650M处左幅、K587+400M处
右幅。该电子系统具备动态称重、车
辆抓拍识别、视频监控、超限车辆
LED显示和信息处理等功能，于2018
年4月28日零时正式启动。

8月16日上午9时许，记者跟随
执法人员来到位于G98海南环岛高
速公路东线段K13+650M下行的龙
桥执法点。在距离执法点约500米
处，路边设有一块提示牌，上写“前方
500米超限检测”。前方有一座横跨3
车道的龙门架，顶端设有摄像头，下前
方埋设有称重系统。据现场执法人员
介绍，该龙门架高度为6.5米，顶端设
有3个摄像头，2个负责抓拍车头和车

牌，侧后方的1个摄像头负责抓拍侧
面轴数。

摄像头与检测系统已经联网，被
检测车辆通过后，在距离检测点280
米处的电子显示屏就会出现提示，同
时会把违法超限车辆的信息传到后台
的超限检测与运行监管系统，包括总
重、总质量限值、超限额、超限率等。

大家都知道大货车治超难，处罚
更难，利用电子设备“非现场执法”靠
谱吗？

“我省目前正在开展交通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攻坚战，打击违法超限运
输行为、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是这
场三年攻坚战的重中之重。在治超战
役中，光靠人海战术是不行的，毕竟我
们的执法人员太少，‘科技治超’才是
实现常态长效治超的必由之路。”据省
治超办主任、省交通厅总工程师刘闯
介绍，“非现场执法”电子系统的启用
是公路治超从传统方式转向现代化
智能化执法的一个有益探索，是对现
有治超手段的有效补充，能够为全天
候监管以及跨区域跨部门联合联动执
法提供有力支撑，缓解流动执法的压
力。

“从2014年开展联合治超行动以
来，在路面执法的过程中，我国公路
治超人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省治超办副主任
潘德雄介绍，“非现场执法”电子系统
可有效降低现场执法的难度、对抗
度，减少人力、物力的耗费，有效缓解
治超难题。

记者了解到，我国的道路交通安
全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
高速公路上拦截检查行驶的车辆。因

此，许多货车司机为避开检查而选择
走高速公路。而这种不停车超限检测
系统可对过往车辆实现全天候自动检
测、号牌识别、筛录，解决了路政人员
不能在高速公路路面执法的难题，扩
大、延伸了路政执法的时间和空间，大
大提高了公路监控力度，提高了路政
执法效率。

经测算，我省这两套电子系统检
测出的超限货车量相当于出动路面执
法人员23028人次的检查量。

“‘非现场执法’避免了传统治超
执法环节中的现场接触，实行网上操
作，不能随意更改删除违法数据。”省
公路管理局副局长韦杰介绍，此举严
格实行查处分离，有效避免了“找关
系”“说人情”等现象，确保了阳光执
法、公正执法，同时能够有力地震慑超
限运输违法行为。近期，省治超办将
组织公安交警、交通部门加大对不主
动接受处理货车的查处力度，经查实
确认后，将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

国内外专家建言我省椰子加工产业

念好“椰子经”
种出“金椰子”

本报文城8月16日电 （记者王玉洁 傅人
意）椰子加工业是海南特色产业，“椰子加工之路
要怎么走”这一话题备受关注。8月15日，为期
两天的第三届椰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会暨
第二届全球椰子产品展销会在文昌召开，国内外
专家围绕椰子种植和加工的国际合作、全球椰子
产业的现状与投资分析、全球油脂发展趋势和椰
子油产业展望等内容进行了研讨，并就我国椰子
产业技术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一颗椰子可以被加工成哪些产品？海南日报记
者从年会上了解到，椰子加工主要是食品加工、椰棕
和椰壳加工、活性炭和椰雕工艺品等四类，不仅包括
椰衣纤维及制品、椰肉制品等初级加工产品，还包括
椰油制品及椰子醇、甲基酯等高科技含量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省椰子加工企
业400多家，年产值500多亿元，但当前国内椰子
加工的原材料不少来自东南亚，国内椰子鲜果市
场供不应求。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国内椰子
加工产业存在原料紧缺、进口依赖度高、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同质化竞争明显等共性问题，椰子加工
种类少，缺乏深层次开发利用。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研究员、海
南省椰子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范海阔说，椰
子保鲜期长、采收期长、加工产业链条长，可鲜食、
可加工。“我国在椰子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以及
海南高种椰子基因测序等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做好椰子产业研究对解决海南撂荒地闲
置问题、实现土地农田效益最大化等方面都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加工首席专家赵松
林建议，要想做好椰子产业深加工，首先要解决好
原料供给问题，同时构建产品标准化体系，推进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走品牌化发展之路，形成椰子加
工的差异化竞争新格局。

本届年会主题为“加强行业交流和国际合作，促
进技术创新做强椰子产业”，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椰子研究所、海南省椰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
主办，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100余人参会。

我省运用“非现场执法”电子系统，探索“科技治超”新模式

电子眼3个月“锁定”非法超限货车6万余辆

8月16日上午，儋州
市春江水库正以每秒400
立方米的流量泄洪。

据了解，春江水库是
儋州市辖下的最大水库。
受第16号台风“贝碧嘉”
影响，当地从9日至16日
总降雨量达668毫米，总
入库水量1.4亿立方米，
总泄洪量1.36亿立方米。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吴庆科 摄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儋州春江水库
泄洪1.36亿立方米

◀上接A01版
多媒体、全方位展示琼深两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

在深期间，本报采访团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2012年考察广东深圳的足迹进行实地采访，以文
字、图片、视频等新闻报道形式展现深圳经济特区
新变化特别是在人才引进、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发
展、民生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成就亮点。当前，海
南正加快推进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自2015年
挂牌成立以来，在打造开放型经济方面走在前面，
构建了中国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高地。本报采
访团队还将通过深入采访报道，详细了解深圳自
贸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打造
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同时，深圳特区报采访团也将分赴海南各地
采访，实地感受和报道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
和巨大变化。

奋进新时代 特区新使命

我省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多项突破

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
超43万千瓦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邵长春）“2018
年海南省科技论坛·分布式能源与储能创新论坛”
将于10月下旬在海口举办，聚焦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新能源领域
发展。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8月16日召开的海
南省可再生能源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发布会还
通报了2017年我省可再生能源应用发展情况，我
省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

截至2017年底，我省累计光伏发电总装机容
量43.52万千瓦，比上年增长85.3%，“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装机50兆瓦；隆
基光伏投资的白沙20兆瓦生态农业光伏扶贫电
站，成为我省最大的光伏扶贫项目。

由海南神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建成的
澄迈车用沼气示范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专为城市
公共交通而建设的生物燃气项目。

截至去年年底，共有五指山市毛阳河梯级电站
等五座小水电站被水利部评定为全国首批“绿色小
水电站”，在评定数量上，海南省位列全国第三位。

去年底，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李德威教授团队
在琼北开钻海南第一口干热岩开发试验井，今年3
月在深度4387米处钻获超过185℃干热岩（非稳
态测温）地热，实现了我省干热岩勘查领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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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外进调运不畅，
本地种植受损较重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海口外进蔬
菜调运不畅，本地菜种植受损较重、
供应量减少，菜篮子保供稳价形势
十分严峻。

海口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表
示，受天气影响，蔬菜基地受灾严
重，尤其是露天蔬菜基地，在本次台
风过程中，全部受淹。据农业部门
统计，海口全市蔬菜基地受灾面积
2.12万亩，占总面积87.6%，损失产
量约有7928吨。

另外，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海
口入岛蔬菜仅240辆车，大约5000

吨。同时，云南通海地区发生5级
地震，直接影响当地900吨蔬菜向
海口的输出。

物价部门表示，台风天气，由于
供给量减少、人工费用提高、运输成
本提高等多种因素，导致部分菜价
较平日上涨。

对策：首次启动应急
储备，空运蔬菜进岛

据介绍，根据极端天气岛内蔬
菜的供应情况，海口启动应急蔬菜战
略储备，这是自建立储备以来的首次
启动投放，以低于市场平均价15%
的价格投放，确保市场供应。目前海
口应急储备蔬菜总量有3000吨，能
有效缓解台风暴雨灾害期间的市场

需求。同时，海口还与广东省徐闻县
加强沟通协调，第一时间保障瓜菜车
辆通过“绿色通道”优先过海入岛。
从8月16日10时至14时，已过海
320车，运送蔬菜约6500吨。

通过菜篮子发挥平价保供作用。
15日已将“一元菜”蔬菜品种临时调
整为4种，分别为莲花白、外地大白
菜、冬瓜、白萝卜，并于各网点增加供
应，其中10个基本菜销售价格低于市
场监测均价15%以上。菜篮子平价
摊位的蔬菜平均售价为每斤2.39元。
此外，还从岛外空运了13吨叶菜。

解惑：很多叶菜不属
监测范围

座谈会上，有媒体提出 16 日

走访农贸市场的蔬菜价格和物
价局通报的蔬菜平均价格有很
大差距。

对此，海口市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解释，物价局监测是全国统一
对比的 18个蔬菜品种，很多海南
叶菜并不在监测范围内，所以市
民对菜价感受和物价部门发布信
息不符。对于海口本地叶菜售卖
价格，物价局每天也会进行统计
分析。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农贸市场内的菜价波动有一定规
律，通常上午5：30至8：30，以及下
午 4：30到 7：00之间是卖菜高峰
期，此时菜价较为合理。其余时间
菜价可能有所上涨。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海口回应群众“台风天气菜价高”疑惑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受今年第16号台风“贝碧
嘉”影响，海口连续7天出现强
降水天气。据海口市物价局数
据显示，8月16日海口农贸市
场18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每
斤 6.34 元 ，比 15 日 上 涨
33.76%，比受灾前的8月9日
上涨67.72%。

为何每到台风天气，海口
农贸市场的蔬菜就“涨价”？8
月16日晚，海口组织市民、蔬
菜基地、批发商、农贸市场开办
者、蔬菜销售摊主以及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进行座谈互动，对
问题进行正面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