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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10月25日电（记者李
佳飞）“以后秸秆全部回收都怕不够
用，谁还舍得烧？”10月25日上午，琼
海市嘉积镇黄崖村党支部书记卢传江
走进文敬村时高兴地说道。他身后的
槟榔林里，一排排圆柱形枕状菌包整
齐地列于树荫底下。今年来，琼海市
嘉积镇积极探索秸秆循环利用新模
式，带动280户1247名贫困群众发展
林下经济增收。

在离文敬村不远处的黄崖灵芝蘑
菇种苗培育基地，倪小玉和丈夫正忙
碌着将一捆捆秸秆往粉碎机里投送，
他们是负责基地运营的海南益芝祥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聘请的务工人员，已
熟知菌包制作的每一道工序。

“秸秆回收后，经粉碎、加料搅拌、
发酵、装袋、高温灭菌、接种等程序制
成菌包，可以培育出蘑菇、灵芝来。”倪
小玉说，秸秆透气性好，是制作菌包最
好的原料。目前，基地每天可生产菌
包1000个，约需秸秆2000斤左右。

为扶持绿色产业发展，同时解决
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等问题，今
年来，嘉积镇在琼海市委直接参与和
指导下，积极探索秸秆循环利用新模
式：一方面加大巡查和宣传教育，严禁
农户焚烧秸秆；另一方面，以基层党建
为抓手，发动村里的党员干部抓好秸
秆回收，以每亩70元的补贴奖励给回
收秸秆的村民。

回收的秸秆，制成菌包后免费分
发给贫困户，有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利
用房前屋后的林地种植培育，合作的

公司负责以保底价收购。
而菌包使用后的渣质，则是可以还

田的有机肥，实现了全流程绿色利用。
“不仅脱贫，还要致富！”文敬村

73岁贫困村民马业书说，蘑菇、木耳
等产品市场销路很好，今年他已收益
近1.5万元。同时，由于最后产生的
有机肥还田，他种的槟榔、水稻不但没

耽误，收成比往年还要好。
为进一步以产业振兴促乡村振

兴，嘉积镇党委还特别成立了农业技
术扶贫培训基地党支部，将闲置的原
黄崖华侨小学校园翻新改造为农业技
术培训基地，并聘请中科院高级农艺
师邓德明教授作为技术顾问，免费对
当地农户进行培训和“保姆式”帮扶。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
琼海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奖惩结
合，促进秸秆回收循环利用。同时，大
力扶持企业扩充产能，扩大产业规模，

“新进的菌包生产线设备，计划这个月
底安装上线生产。到时候，不仅贫困
户，其他有意愿的农户也都可以参与
进来，成为绿色循环农业的受益者”。

回收秸秆加工制成菌包培育蘑菇灵芝等，菌渣还田用作有机肥

琼海探索秸秆全流程绿色利用

在我国农村地区，秸秆焚烧行为
由来已久。琼海市以抓党建振兴新
产业、因地制宜探索秸秆循环利用模
式，大力发展高效绿色产业的做法，
让人眼前一亮。秸秆循环利用，发展

林下经济，既解决了秸秆焚烧造成的
污染问题，又有力带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可谓一举多得。

发展高效绿色产业，需要创新理
念、转变思路。琼海的做法给我们启
示：一方面，对于牺牲环境代价不合时
宜的农耕方式，要“堵”更要“疏”，要找

准突破口；另一方面，找准突破口后，
要有大力扶持的举措，要让高效绿色
产业发展起来，让农民广泛参与并从
中受益，进而形成良性互促的机制，促
进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琼海市嘉积镇这种新的发展模
式，值得学习和提倡。

发展绿色产业要有新思路

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尤
梦瑜）25日上午，为期4天的第十三届
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北京文博会）在北京开幕。
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牵头组
织，我省15家文化单位、企业代表组
成的代表团参加了此次北京文博会。
海南展馆以富有创意的设计及对本省
文创产品的集中呈现，向外界展示了
海南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文化创
意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是本届北京
文博会的主展场。走进8号馆，来自
多个省（区、市）的展馆云集于此。蓝
白相间的简明色调，现代流线设计让
海南馆引人注意。据场馆设计方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场馆设计以海洋
为主题设计元素，突出“新海南 新文
创”这一主题。

在海南馆墙面上，三亚千古情、
骑楼老街等多个文体项目展板向人
们展示着海南文体产业发展成果各
优质项目资源。

此次海南馆设计中，颇具特色的
一项创新就是利用“海南水果萌宝”
卡通形象与琼剧、木偶戏等传统文化
元素相融合，描绘出海南人文风情。
海南来画科技文化有限公司首席运
营官程祥涛表示，希望借助这种更加
年轻化的方式传播海南文化。

在海南馆中，黄花梨木制器具等
诸多能够体现海南文创的传统产品一
一亮相，引来不少参展商与嘉宾的关

注。由海南本土制陶企业海陶坊带来
的陶瓷实用器具造型别致、功能性强，
也深受前来参观的嘉宾喜爱。

作为我省文创产品开发的重要
文化单位，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在
本次参展中，带来了别具匠心的文创

产品，贝壳发簪、贝母首饰，还有一件
件富有巧思设计的文具产品，让不少
人爱不释手。

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博览会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北

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举办综合
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会
议、创意活动、分会场6大系列百余
场活动。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
代表团以及国内近20个省（区、市）
组团参展参会。

海南省代表团参加第十三届北京文博会

创意设计展示海南文创蓬勃力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织锦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万城10月25日电（记者
袁宇 通讯员王清云）10月25日下
午，伴随着“轰隆”一声响，隐藏在
万宁市长丰镇马坡村一片密林中
的槟榔熏制加工点被执法人员依
法拆除，在这座拥有12座土灶的
小小加工点，执法人员没收了
4000斤槟榔“黑果”。

“今天拆除的加工点位置十
分隐蔽，加工点隐藏在树林中，周
边只有加工者开辟出一条小路进
出，如果他们不点火生产，很难被
发现。”万宁市长丰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介绍，25日凌晨2时许，执法
人员发现该处加工点偷偷点火加
工生产，当场查扣了4000斤槟榔
干果，“与 4000 斤干果相比，12
座土灶的成本微乎其微，低成本

高收益，是万宁烟熏槟榔加工点
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传统土灶熏制槟榔产生的槟
榔烟，已经成为影响市区空气质量
的罪魁祸首。”万宁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说，近日，该市空气质量连
续超标，通过分析市区3个空气质
量监测点的监测数据，可以判断
出污染源主要来源于烘烤槟榔产
生的污染物，“10月以来，万宁主
要污染物为pm2.5与pm10，且污
染时段集中在清晨 5 时至 7 时。
加之受季节性西北风影响，致使
槟榔烟积久难散，进一步影响城区
空气质量。”

万宁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前万宁大气污染源主要有槟
榔烟以及焚烧秸秆、垃圾等。经过

一段时间的整治，焚烧秸秆、垃圾
等污染源已得到了有效控制，“目
前万宁各镇已成立了联合巡查小
组，打击相关大气污染行为，并设
立了临时观测站，进一步强化了监
测力度，现在整治重点集中到槟榔
烟上。”

“万宁今年整治传统土灶熏
制槟榔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通
过结合网格化制度，落实24小时
巡查，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万宁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 9
月以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分组带队打击传统土灶熏制
槟榔加工点，保持高压力度持续
打击。

为了打击烟熏槟榔加工点，该
市还出动了无人机和红外探测器，

对全市进行巡查巡控。“截至目前，
万宁已拆除非法加工点175个，拆
除面积近3.99万平方米，但整治工
作任重道远，我们仍然要努力。”该
负责人说。

据介绍，万宁此前不仅在全
市发布通告明确禁止采用传统土
法工艺熏制槟榔，还举办槟榔绿
色环保加工倡议活动，与 160余
名槟榔加工户签订承诺书，坚决
抵制使用传统土法熏制槟榔干
果。下一步，万宁计划在全市范
围内继续加大对槟榔黑果的查处
力度，凡是收购、运输、销售、储藏
槟榔黑果，经发现一律依法没收
销毁，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人员
的法律责任，坚决保卫万宁的蓝
天白云。

万宁打响蓝天白云保卫战

严打烟熏槟榔加工点 整治大气污染源

本 报 万 城 10 月 25 日 电
（记 者 袁 宇 通 讯 员 吴 小 静）10
月 25 日，万宁召开烟花爆竹燃
放管控规定听证会，拟在万城
镇城区实行全区域常态性全时
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目前正

就这一新规定听取各方代表意
见建议。

听证会上，各方代表就《万宁
市烟花爆竹燃放管控规定（草案征
求意见稿）》内容踊跃提出建议意
见。万城镇代表建议建立手机网

络举报平台，更好地监督相关行
为，同时进一步明确举报人的奖
励标准，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规定
者可考虑刑事拘留，以起到更好
的警示作用。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强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既是
防止环境污染的需要，也是对公民
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该市将结
合各界代表在听证会上的意见，进
一步论证新规定的可行性，并对其
进行补充完善。

万宁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

拟在万城镇城区全面禁放烟花爆竹

博鳌机场将新增
博鳌至重庆等10条航线

本报嘉积10月25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
覃朝春）25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从博鳌机场获
悉，2018年冬春航班换季从今年10月28日至明
年3月30日，此次航班换季后，博鳌机场将在原
已开通航线的基础上，新增博鳌至重庆、杭州、武
汉、西安等10条航线。换季后，博鳌机场国内通
航城市将达23个，运行航线21条。

海汽中标东方市100台
新能源出租车经营权

本报八所10月25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麦世晓 郑芳园）近日，海汽集团积极参与东方
市出租汽车运营服务项目竞标，并成功中标，获得
了100辆出租汽车8年的投放资质。

为改善民生，积极创建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
体化示范市，缓解东方市“打的难”问题，东方市
决定在市区新增投放100台出租汽车，并进行公
开招标。

据海汽客运生产技术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中标的100台出租汽车全部为新能源纯电
动车，经营期限8年，海汽目前正对车辆品牌、
车型进行筛选，并加紧设计车体包装，争取早日
投放市场。

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
暨婚纱摄影大赛启动

本报三亚10月25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
员汪海燕）10月25日，“2018第二十二届中国·三
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暨天涯海角婚纱摄影大
赛在天涯海角游览区启动，约70名国内外摄影
师、摄影爱好者齐聚鹿城，展开实地婚拍创作、比
拼，以镜头力量传播鹿城魅力与爱情文化，进一步
促进“婚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据悉，此次摄影大赛是第二十二届中国·三亚
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的分活动，拍摄时间为10月
25日至26日，所有参赛人员的摄影作品需在当
天完成，作品需达到主题紧扣爱情、构图和谐、风
格新颖、构思独特等要求，拍摄结束后选取5张作
品参与评选。11月1日至6日，经网络微信投票
及专家评审后，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
等奖5名，获奖选手最高可领取5000元奖励及奖
品，并可参加于11月7日举行的中国婚纱旅拍行
业颁奖典礼。

三亚首个
环资巡回审判法庭
审理首起案件

本报三亚10月25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周莹）10月25日，三亚
市中级人民法院育才生态区环境资源
巡回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首起环境资源
案件。法院邀请三亚育才生态区部分
居民到场旁听，增强群众保护环境资
源意识。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25日审
理的环境资源案中，被告人黄某宣于
2014年10月至2016年期间，未经林
业主管部门批准，在三亚市天涯湖水
库附近山坡砍伐、毁坏天然林木后种
植芒果树苗。

经鉴定，被告人黄某宣毁林地面
积8.47亩，林木总株数2024株，为防
护林。黄某宣对于检方列举的证据
均未表示异议，并当庭认罪。庭审结
束后，合议庭将对案件进行评议，择
日宣判。

据了解，今年8月，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育才生态区设立了三亚
首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法庭，环境
资源审判涉及土地保护、森林保护、
水资源保护等环境问题。通过设立
巡回法庭，进一步推进就地办案释
法、巡回宣传普法，不断提升环境资
源法治公众参与度，提升群众环境
保护意识，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
片”的作用，不断提升环境资源法治
公众参与度。

三亚中院助被执行方
顺利清偿亿元债务
双方当事人齐送锦旗致谢

本报三亚10月25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卢音）10月23日上午，
一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周某祥将一面写着“真情执行促和
谐 锦旗相送表感谢”送至三亚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局。原来，近日，执行
法官吴忠顺利化解了一起多年的借
款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对结
果都十分满意，双双送来锦旗表达
谢意。

经了解，五指山某房地产公司因
在开发某地产项目时，向他人借贷以
及拖欠建筑方工程款项，引发与上海
某建设公司、广东某公司及在三亚中
院立案的周某祥申请执行案等3宗案
件，涉案债务总额上亿元。3宗案件
的被执行人为同一法人，被查封财产
相关联，3宗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各方
争执不下，无法协调。

三亚中院执行法官吴忠调查后发
现，该案涉及的房产项目属于优质资
源，如果直接分割拍卖，易因流拍而无
法变现为工资款，甚至造成资不抵债、
项目停滞等情况，将损害各方权益的
局面。于是，吴忠法官提出“放水养
鱼”的执行方案，即协调政府相关部门
办理房屋预售许可证，以开发商名义
销售房屋，销售款部分提存法院代管
账户。

为了解决部分申请执行人担心
拿不到欠款，或坚持对土地房产司
法评估拍卖等问题，三亚中院分管
领导和法官多次组织协商、听证会，
商定还款方案；同时帮助被执行人
多方筹集资金续建项目，协调有关
部门为项目办理预售许可证及相关
手续等。

经过多方人员的不懈努力，最终
该房地产公司顺利售出房屋，清偿全
部债务。

海口通报第三季度
12345热线办件督办问责情况

对16个办件督促问责
处理45人次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口
市纪委25日通报今年第三季度12345热线办件
督办问责情况。通报结果显示，第三季度海口
12345热线有效办件办结率达99.68%，一次性办
结率82.18%，群众满意率90.60%，紧急办件30
分钟响应率达100%。此外，第三季度海口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对16个办件督促问责，处理了
45人次。

据悉，今年第三季度，海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重点对72件热线办件进行督办，涉及车辆乱停乱
放、占道经营、违法建筑等热点问题，多个问题经
督办后得到有效解决。

通报中，海口市纪委还列举了海政学校利用
暑假违规补课、海秀西路金海大厦长期无证经营
旅馆及房屋租赁混乱等5个督办问责典型问题，
要求各热线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引以为戒，按照
海口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在履职尽责上下功夫，在协同办理上齐
用心，在提升质量上想办法，不断完善办件处置机
制，补齐短板，以精细管理和优质服务不断增强市
民游客的获得感。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孕妇独自乘高铁大出血
万宁铁警连夜紧急救护

本报万城10月25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程永明）10月24日晚上，一名孕妇在高铁车厢突
发大出血，万宁铁警紧急接处警，联合车站客运员
迅速开展救护，帮助该孕妇及时顺利抵达医院获
得救治。

经了解，当日21时许，由海口开往三亚的
高铁上，32岁的万宁孕妇罗某慌忙向列车长求
助，称自己突发大出血，身体很不舒服，且身边
没有家人陪伴。此时距罗某的目的地万宁站还
有20分钟，列车长耐心安抚罗某情绪，劝其静
坐不要乱动，并立即通知万宁站工作人员准备
协助送医救治。

万宁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通报后，即刻
拨打当地120救援，提前组织警力携带轮椅到
站台等候，并对消防通道进行疏通，开辟救助绿
色通道。

列车到站后，民警协同车站客运人员将该孕
妇搀扶上轮椅，并小心翼翼护送出站，顺利将孕妇
送往医院救助。

据介绍，该孕妇罗某怀孕2个半月，当日是
去海口的医院做产检，因为之前有过生产经验，
这次就没有让家人陪同，不料在乘车途中突发
大出血，所幸由于救护及时，目前罗某及胎儿生
命体征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