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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奔跑海南”
环岛健跑活动

扫以下二维码即可免费报名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徐武）海南日报记者从中
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1月22日起，铁
路部门将在海南环岛高铁实行电子客
票服务试点改革，这也是全国铁路首
个电子客票服务试点。

据介绍，现有的铁路旅客车票，为
红色条码票和蓝色磁介质车票两种，
均采用实名制，集铁路旅客承运合同
凭证、乘车凭证、报销凭证等功能于一
体，旅客需凭车票乘车。

实行电子客票，就是将纸质车票
承载的旅客运输合同凭证、乘车凭证、
报销凭证功能相分离，依据有关法律
条文规定，以电子数据作为铁路旅客
承运合同凭证，推进乘车凭证无纸化
和多样化，报销凭证逐步电子化。

据悉，实行电子客票后，旅客购
票、检票、乘车等流程都将更加方便快
捷，铁路部门将根据海南环岛高铁试
点情况，进一步完善电子客票服务方
案，逐步在全国高铁及动车停靠的车
站、普速列车停靠站推广。

妨碍治超执法人员执法

海口港务分公司1人被辞退3人被撤职

今起环岛高铁试点电子客票服务
乘客可凭身份证或二维码乘车，自行打印报销凭证

海口龙昆南—南海大道
路口改造优化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
日报记者21日从海口市市政局及海口市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院获悉，海口从11月6日开始，对龙
昆南—南海大道路口进行1个月的交通组织优化
施工。优化后，行人、非机动车过街横道由6米宽
增加至13米，设置直行、左转待行区、南海大道西
进口8车道延长。

根据施工方案，在针对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方
面，此次改造将增加路口导流岛面积，通过向外拓
展2米，提供行人、非机动车更大的过街等待区
域；将行人、非机动车过街横道由6米宽增加至
13米，提高行人、非机动车过街效率；对路口四周
人行道做降坡处理，充分利用人行道给右转非机
动车提供空间，将右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离，避
免右转混行交通事故。

针对机动车通行方面，此次改造将在路口设
置直行、左转待行区，并优化调整信号相位及配
时，充分利用路口空间，进一步缩短机动车路口通
行时间。

另外，将对南海大道西进口进行渠化拓宽，
把中央6米宽的分隔带硬化掉其中的3米空间，
同时还把右侧的分隔带进行硬化。为拓宽车道
留出空间后，将南海大道西进口8车道从停止线
一直往西延长至200米位置，接着往西路段由原
来的3车道改成5车道，一直延长至华庭路口，
以此进一步提高西进口路口通行能力，缩短排队
等待时间。

肇事致人死亡

一女子逃逸半个月后自首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11月4日，海口市发生
一起一辆电动自行车与一名行人相撞事故，之后
行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肇事的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离开现场。海南日报记者21日
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肇事人张某芳迫
于警方和公众舆论压力，于11月20日到该支队
自首。

据了解，11月4日8时许，张某芳（女，43岁，
江西省九江市人）独自驾驶一辆无号牌的电动自
行车沿223国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当她行驶至
223国道与云文线交叉口路段时，撞倒由东往西
方向步行的朱某珍（女，72岁），致使其倒地受
伤。待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朱某珍送往医院
后，张某芳便驾驶电动自行车离开现场。11月5
日，朱某珍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海口市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接到报警后立
即组织警力开展调查，办案民警经过连日奋战，终
于锁定涉嫌肇事逃逸的张某芳身份，促使其主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

目前，张某芳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已被公
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项目启动

视障读者可去省图
借智能听书机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林家雅）21日上午，“海
南省盲人骨干信息化培训班”在海口
举行，培训班上，省图书馆联合省残
联举行盲人听书机启动仪式，为我省
各县（市）区盲人骨干现场发放“阳光
听书郎”智能听书机，帮助更多盲人

“阅读”书籍，享受信息无障碍环境，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据悉，省图书馆已采购700台智
能听书机。据介绍，这700部具有上
网功能的听书机，将为盲人朋友打开
一扇新的阅读大门。

按照省图书馆《智能听书机外
借规则》，盲人朋友凭身份证或残
疾人证到省图书馆办证处免费办
理借阅证后，就可外借一台智能听
书机（借期 6 个月）。启动仪式当
天，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现场为32
位盲人读者办理了听书机免费外
借手续。

省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盲人
智能听书机的免费发放是省图书馆
为视障人士提供均等化公共文化
服务的重要任务。未来，省图书馆
将持续开展向视障读者实行实名
制免费外借服务，将围绕智能听书
机提供持续性的知识文化服务。
盲人可借助听书机实现数字阅读
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生
活，融于社会，享受更高层次的精
神、文化生活。

海口“菜篮子”开启
春节特殊菜种植
明年春节前持续供应市场

本报海口 11月 21 日讯 （记者
郭萃）海南日报记者21日从海口市
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积极
组织生产水芹、甜菜等当地居民喜
爱的特殊菜品，根据需求高峰及生
长期倒排种植时间，本茬菜于11月
12日开始种植，计划于2019年 2月
1日（农历腊月廿七）投入市场，将持
续供应到2月 9日（农历正月初五）
以后。

为应对海口市民在春节期间
的特殊菜品需求，打好 2019 年春
节期间“保供稳价”攻坚战，菜篮
子蔬菜种植基地提前谋划，充分
结合海南人民春节习俗、饮食喜
好及市场消费需求情况，于 2018
年 11 月初制定特殊菜品种植计
划，并于 11 月 12 日开始实施种
植，按照计划种植水芹 40亩，甜菜
50亩。截至 11 月 20 日，水芹种植
计划已完成整地 40 亩，开展种植
10 亩；甜菜种植计划已完成整地
50 亩，待达播种最佳时间开展播
种。计划于 2019 年 2 月 1 日正式
产出，日供水芹2.5 吨，甜菜 1.5 吨，
稳定供应市场。

下一步，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
将积极协调解决春节期间运输、用
工两大难题，逐步根据市场需求提
高采收量投放市场，预计 2 月 2 日
（农历腊月廿八）开始可达最大产能
15吨（水芹10吨，甜菜5吨）持续稳
定供应市场。

“奔跑海南”五指山站24日开跑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你来跑

本报五指山11月21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柳莺）距离“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五
指山站的开跑时间只剩下两天，活动的筹备工作
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在活动现场，我们每间隔150米就会配备一
个安保人员，要求做到相邻的安保人员能互相看
到彼此。”五指山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活动当天将加派人手，全方位保障参赛人员与
市民的安全。

据悉，活动期间为方便市民出行，活动主办
方重新调整了此次活动的跑步线路。将之前10
公里个人男子、女子组的路线由五指山三月三广
场为起点，途经理文路、番香村行进至河南东
路，环市西路，最后回到三月三广场的线路改成
由三月三广场为起点，途经山兰路、国兴路、番
香村行进至河南东路与翡翠大道交叉路口折返
回到三月三广场。

11月21日下午，记者来到此次活动的始发
地五指山市三月三广场看到，来自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的30多名志愿者正在分拣、统计物资。负责
物资发放的工作人员何蕤告诉记者，11月22日
将开放物资发放通道，参赛人员可到活动现场领
取参赛T恤、号码牌、芯片（10K）、抽绳包、参赛指
南等比赛物资。另外，为了避免因天气原因可能
带来的影响，活动组委会还为参赛人员购买了雨
衣，以备不时之需。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活动报名人数已达到
1200人，网上免费报名通道仍开通。参赛人员可
登录“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官方网站进行报
名，或者关注“奔跑海南”微信公众号，回复“奔跑
海南”进入报名链接进行报名。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良
子 郭萃 通讯员 张治忠 陈玉）11月
20日晚，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
队和港航公安局交警支队在秀英港
周边道路开展联合治超行动，现场截
获一辆从港口出来的超载货车，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执法部门押解货
车返回秀英港卸载，但在途经港口门
口时受到港口有关人员以“汇报”为
由妨碍正常执法工作。该事件发生
后，引起了海口市有关部门以及海南
港航控股公司的高度重视，目前，海
南港航控股公司对多名有关人员做
出撤职、警告等处分。

据了解，20日晚，海口市交通港
航综合执法支队和港航公安局交警
支队在海口港集路开展治超执法工
作，现场查获一辆满载砂石的货车。

根据司机提供的货单显示，货车总重
约61吨，超载高达100%。由于查获
地点在源头附近，执法部门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货车返回装货
点卸货，但当执法人员押解超载货车
抵达秀英港码头入口时，保安迟迟不
肯打开闸门放行，其表示需要经过上
级领导同意才能放行。

随后，保安拨通了港口调度部门
有关人员的电话汇报后，把电话交给
现场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执法人员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明了正在进行
治超执法，但电话那头的有关人员却
未立刻同意放行，还对执法人员身份
提出质疑，执法人员表示可以提供执
法证件查验，但保安却不肯查看证件，
该有关人员也迟迟不现身查验。

据了解，事发时，门岗处安保人

员先是请示调度室值班调度员蔡某，
蔡某又请示上级领导，多轮请示导致
了执法人员和超载车辆在秀英港外
被阻挡约30分钟。当班人员不负责
任、部门之间沟通不洽的行为是造成
整个“治超”过程不顺畅的主要原因，
大大阻碍了执法行动的正常开展，影
响恶劣。

事件发生后，海南港航控股有限
公司于21日早上8时，联合海口市交
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海口市交通港
航综合执法支队、港航处等相关执法
部门，就事件召开紧急处理会，决定
对相关责任人作以下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海口港务分公
司秀英作业区保安黄某成给予辞退处
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海口港务分公
司生产业务部调度室调度员蔡某给予
撤职处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海口港
务分公司秀英作业区现操部值班主任
范某清、治保部值班主任李某江给予

撤职处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海口港
务分公司秀英作业区经理陈某星、海
口港务分公司调度室主任蔡某伦、海
口港务分公司秀英作业区治保部经理
王某明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对于此次违规行为，海口市交通
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将根据“一超四
罚”有关规定，对超限运输车辆的装
载企业、货运企业、承运人进行处罚：
对海口港务分公司进行3万元的顶
格处罚；对货运企业深圳市始兴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货主）进行3万元的
顶格处罚；将该车辆的违规情况通报
运管处，如1年内有超过3次的超限
违规行为，将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
销其车辆营运证，责令驾驶员停止从
事营业性运输。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11月21
日，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已
经对涉嫌超限超载货运源头企业秀英
港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罚款3万元。

■ 本报记者 李磊 通讯员 廖宝祺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退役
军人事务部在北京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2018年“最美退役军人”先进
事迹，海南省华光渔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农艺师周晓东榜上有名。这
位从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个体户”，
退伍近 30 年来，用自己的辛勤和
智慧，攻克了很多育种技术难题。
如今，他的作物育种科技成果，已
经跨过白山黑水，在琼州大地开花
结果。

1987年11月参军入伍，周晓东
被分配到空军某部。没想到新兵连
结束后，他被分配到被称为“北大荒”
的东北某地农场成为一名生产兵。

秉承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理念，周
晓东一头扎进那片黑土地里，并潜心
研究育种技术。当兵第一年，他被评

为“生产能手”，并荣立了三等功。
1991年3月，周晓东脱下军装退

伍，返回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老家创
业，根据他在部队掌握的育种知识，
进一步深入研究作物育种，当上了

“育种科研个体户”。他曾多次拜访
农业大学、农科院的农业专家，虚心
向他们请教。

暑去寒来，一年四季周晓东都和
小麦、水稻捆在一起。在2004年底，
周晓东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选育成功
了我国第一个“铁秆小麦”抗倒伏小
麦新品种，将黑龙江省的小麦产量由
每亩500斤提高到了每亩1000斤。

当“育种科研个体户”的日子
里，周晓东走遍全国，采集了全国各
地的小麦标本，形成了拥有3万多份
小麦、水稻种源的资源数据库，同时
实现了北稻南移等突破性的成果；
他选育的2个小麦品种通过国家审

定并推广，累计为国家增产粮食10
亿公斤；他利用太空育种技术选育
的新品种水稻，在东北试验种植100
亩水稻比当地主栽品种亩增产200
公斤。

周晓东这个“育种科研个体户”
的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几
年前，周晓东带领他的技术团队实施
北稻南移工程，他将科研成果也带到
了海南岛。2017年4月，周晓东在三
亚对东北1000多个水稻品种进行测
试，终于选育成功6个口感相同、产
量相当的东北水稻。这项技术从根
本上解决了稻米在海南的口感不佳
问题。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
卡法村是革命老区，为了提高当地群
众的收入水平，周晓东将村里500亩
荒地改种东北黑色旱稻，这个旱稻品
种产量与其他水稻相当，价格却是普

通水稻的3倍。他还将无人机技术
引入水稻种植，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
本。在该地区打造“一县一品”，乐东
黑米将成为海南的新特产。

如今，周晓东在三亚的水稻基
地也成了旅游景点。周晓东根据
项目地海南省的气候特征、环境特
点，实施了阶梯循环种植法，把北
稻南移项目同时也做成了农业观
光项目。

在周晓东的水稻基地，游客不
管几月份来，都能体验插秧种田的
乐趣，都能挥镰收割到成熟的东北
水稻，都是吃上当天产的新东北大
米。现如今，那边插秧，这边收割，
那边翠绿，这边金黄的景象已经成
为海南的一道农业种植景观，水稻
随吃随割随加工，稻田直通餐桌，实
现了藏粮于地。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

“最美退役军人”周晓东带领技术团队实施北稻南移

他在海南种出了东北稻米

11 月 21日下午，世界小姐机
构主席莫莉夫人携同参加第 68
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的各国佳
丽，在三亚·爱上山读书馆举行书
籍捐赠公益活动，向读书馆捐赠
125本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每一
本书籍都是参赛佳丽随身携带，
漂洋过海而来，甚至有她们自己
的读书笔记。

莫莉夫人说，自世界小姐全球
总决赛2003年第一次来到三亚之
后，这座美丽的城市一直在发生很
大的改变。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书
籍，将使三亚社区居民及儿童增长
知识及开阔视野。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麦思宇 摄

世姐赛佳丽
三亚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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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实行电子客
票试点的详情，广

大旅客可通过 12306
网站（含手机客户端）
和车站公告具体查询。

旅客购票时，通过网上购票的，购票成功后，可通过网站自行打印或下载购
票信息单，也可在海南省内各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取票机、代售点打印；

通过售票窗口和自动售/取票机购票的，购票成功后，旅客将收到购票信息单，并
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打印报销凭证。

旅客进站和检票时，持二代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五种

可机器识读证件的旅客，可直接使用证件自助核验及检票乘车；持不可
机器识读购票证件的旅客，在专用实名验证口和检票口，由工作人员扫
描其购票信息单二维码或手工输入其证件号码核验进站乘车。

在12306网站（含手机APP）注册用户且通过12306手
机APP成功完成人脸身份核验的，购买电子客票后还

可凭12306手机APP生成的动态二维码，直接通过车站自
动检票机办理进、出站检票手续。

乘车时，如遇
列车工作人员

查验车票，旅客需
配合提供购票时使
用的身份证件。

旅客如需报销凭证，可在售票窗
口、自助售票机打印，有效打印截

止日期为乘车到站后31天内；报销凭
证样式和内容基本与目前车票保持一
致，且注明“仅供报销使用”的字样。

如因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改签的旅客，使用非现金支
付且未打印报销凭证的，在12306网站、手机客户

端以及车站窗口均可办理电子客票退票改签等变更。
其余情况仍需到车站窗口办理，已打印报销凭证的铁路
电子客票办理退票、改签手续时，还应交回报销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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