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好了！”2月26日下午，当海
南日报记者把海口美舍河计划4月
开放垂钓的消息，告诉24日在美舍
河凤翔段垂钓的“候鸟”吴大爷时，他
高兴地欢呼起来。

“海口是我第二个‘家’，城市的
点滴变化我都非常关注。”吴大爷说，
这几年，随着“双创”和城市更新的推
进，每次来都感觉海口的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特别是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我现在每年在海口的居住时间从过
去的2个月延长到4个月”。

“美舍河的治理成果是有目共
睹的。政府治水的目的也是为了提
升市民生活品质，应该让大家共享

生态治理成果。”吴大爷认为，开放
垂钓既丰富了市民的休闲娱乐活
动，也能让大家深刻体会到环境提
升带来的幸福，将促使大家珍惜、保
护环境。

市民周女士在本报发起的在线
调查中留言：“想想在美舍河沿岸垂
钓，那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啊！开放
垂钓，一下子就实现了‘诗和远方’。”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符琼芬表
示，同毒鱼、炸鱼等行为不同，在特
定区域内开展垂钓，不会破坏生态
环境。因此，上位法没有对河道中
的垂钓行为进行全面禁止。所以从
法理上来说，海口可以划定区域，让

市民开展垂钓。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美舍河的治理和
管理都应该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人水相亲是美舍河治理中的重要理
念，所以之前就破除了硬质河道、拆
除了护栏，让河流恢复自然状态。”北
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
孔坚也认为划定垂钓区，让市民和水
亲近是非常好的举措。

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娄
瑞雪也表示支持开放垂钓，“借助市
民垂钓可以部分解决鱼多为患的问
题。虽然不是根本办法，但更重要
的是，不仅创新了城市治理方式，而

且可以令市民更多地共享生态治理
成果，市民可以在垂钓中感受美舍
河生态美景、体验垂钓乐趣。特别
是对于一些市内垂钓爱好者，以往
必须要专门抽时间去市郊或更远的
地方，现在则不用出市区即可，降低
了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更方便地
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增加市民的
获得感。”

娄瑞雪同时提醒，开放垂钓不
是随意开放，一定要合理规划设置
垂钓点，严格管理上游污水处理，
并且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真正实
现生态、健康和安全等全面可持续
发展。

期盼 让市民共享生态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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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2月26日，海南
省第七期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增量指
标配置仪式在海口举行，当天共产
生6650个中签编码，具体包括5850
个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650个
单位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124个个

人新能源小客车中签编码，26个单位
新能源小客车中签编码。

就本期摇号中签率下降的情况，
省小客车调控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工
作人员陈亚洲分析说，一是前期未中签
的编码累计增加；二是申请者中存在

“抢号“占指标的情况。这部分人当中，

有的家庭已有一两台车，近期并没有购
车计划，申请是为了提前占指标。

调控办提醒，实施小客车调控目
的就是为了实现小客车保有量稳步
有序增长，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鼓励引导群众购买新能源汽车。
从已经公布的2019年小客车保有量

增量指标配置计划来看，今年普通小
客车配置增量指标8万个，加之2018
年中签指标尚有8万多个未使用，据
此可以推断，2019年小客车注册登
记量将达到16万辆，与2017年调控
政策未实施之前小客车登记量持平，
基本上满足市民正常购车需求。

第七期小客车摇号中签率下降有两个原因

我省小客车增量指标可基本满足市民需求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领略魔幻光影之奇妙

2018年12月31日，海口长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对外试营业。在设计之
初，该乐园就整合了7支国际一流规划
团队，将迪士尼的童趣和环球影城的科
技集于一体，打造“白天+夜晚”“互动+
体验”“影视+科技”“灯光+热舞”的电影
娱乐王国。

奇幻乐园拥有独特的建筑艺术景
观、国际定制的高科技大型旅游设备、全
年龄层适宜的游乐项目、全天候多国风
情互动演艺节目、全口味时尚健康美
食。不仅如此，该乐园很多游玩项目都
在室内，游客们可以在凉爽的空调下，全

天候体验光影的奇妙。
奇幻乐园一期共有四个板块：第一个

板块是丝路探险区，主打中国建筑风格，
标志性建筑是楼兰古塔和郑和宝船；第二
个板块是光影奇境区，主打西班牙建筑风
格，以飞车剧场为代表；第三个板块是魔
幻谷，主打英伦建筑风格，游客可以体验
环球翱翔、梦幻剧场、激流勇进等项目；第
四个板块是梦幻童世界，主打德国建筑风
格，适合低龄儿童游玩，所有建筑全部用
3D彩色手绘，打造奇幻的童话世界。

奇幻乐园每日10时30分开园，20
时30分闭园。花车巡游、桑巴热舞、外
籍乐队演奏、非洲鼓表演、乌克兰舞蹈、
魔术小丑等节目将穿插互动，还有多家
异国风情特色餐厅提供的数十种美食，
供游客们挑选、品尝。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感受环保科技的魅力

前几年，位于海口椰海大道一侧的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还是一片建筑凌
乱、垃圾遍布之地。旁边的美舍河臭味
熏天。如今，不管何时，海口市民只要走
进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内，就会见
到碧波荡漾、鸟语花香、草木葱郁的景
象，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可谓“鱼在水
中游，人在画中行”。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蜕变，得益于
海口2017年启动的美舍河五个示范段
生态修复工作，凤翔公园美舍河段是海
口美舍河治理的5个生态修复示范段之
一。公园依托美舍河良好的资源基础，

结合生态修复，营造出“水为魂、绿为韵、
文为意”的总体空间氛围，是一处亲近自
然深呼吸的绝美去处，也是市民游客休
闲健身的绝佳场所。

据了解，该公园内的人工梯田是海
南首个人工梯田湿地，共有8级，每一级
有80厘米高的过滤层，包括20厘米高
的种植土以及土质之下的三层净化填
料，每一层都对污水有一定程度的净化
作用。流入梯田湿地的污水能够直达植
物根系，达到在地表层以下净化污水的
效果，效率更高。

此外，梯田湿地还可通过生物净化
作用，降解水中污染物。中规院工程师
赖文蔚介绍，梯田湿地每层高80厘米，
从上而下分别是植被、种植土、生物净化
填料、细石子、粗石子。现在公园周边小

区的生活污水被收集至此，通过泵站提
升至梯田顶端，在预处理设备中进行预
处理后，顺着梯田一层层向下净化，最终
流入美舍河。

海口夜市：
让美食在清凉夜色中绽放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暑热渐消，正
是出门“放风”的好时候。在海口的夜
晚，无论市民游客住在海口市区的哪个
位置，都能就近找到一个夜市，来一顿最
接地气的大餐，让美食在夜的清凉中绽
放魅力。

目前，海口已建好的特色夜市包括：
美俗路特色夜市、秀英小街特色夜市，龙
华区金盘特色夜市、海垦花园夜市、滨濂

特色夜市、电影公社特色夜市，琼山区福
地美食街特色夜市、文坛路特色夜市，美
兰区海大南门特色夜市、东湖嘉丰特色
夜市等10处夜市。

以海垦花园夜市为例，项目占地面
积1.79万平方米，可容纳3000人同时就
餐，提供近160个汽车车位、800个电动
车车位。海垦夜市的经营业态包含全国
各地特色小吃、饮品，价格都非常实惠。
海口夜市，经过全方位升级改造，环境干
净整洁，美食丰富可口，是游客体验本土
生活、观光休闲的好去处。同时，海口夜
市也点燃了火热的“夜经济”，成为辖区
困难群体的就业聚集地，从就业到便民
生活到城市的科学化管理，海口夜市的
细节处，点点滴滴都彰显着温暖的民本
情怀。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2019年海口马拉松赛将举行

下月3日海口部分路段
临时交通管制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记者邓海宁）2019年
海口马拉松赛将于3月3日在海口市举行。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届时将对比赛途经路线分时分
段实施交通管制。

管制时间：3月3日5：00-14：30
管制（比赛）路线：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起点

—椰海大道北半幅）—椰海大道—中山南路口（进
入椰海大道南半幅）—琼山双创广场（迷你终
点）—滨江路（东半幅）—新埠桥（全封）—新埠大
道—西苑路—海新大桥（南半幅）—碧海大道—海
兴路—（半程终点）—碧海大道—世纪大道—世纪
大桥（西半幅）—滨海大道（北半幅）—长喜路—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全程终点）

关注2019海口城市旅游推介会

在奇幻乐园畅玩、在湿地公园漫步、在多彩夜市品美食

春夏游海口 这些地方值得去

我省法院公开宣判
一批毒品犯罪案件
对一批犯罪分子执行死刑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记者金昌波 徐慧
玲 周月光 通讯员崔善红）2月26日上午，我省法
院系统集中举行涉毒案件公开宣判活动，震慑犯
罪分子嚣张气焰，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禁毒、参与禁
毒的氛围。

据悉，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2起重大刑
事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宣判结束后，海南二中院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谢
某、何某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向社会表
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等一切刑事犯罪的态度和决
心，坚决维护海南西部地区的和平稳定。

海口中院开展毒品犯罪案件公开宣判活动，
依法对李某坚贩卖毒品等5案14人进行集中公开
宣判（其中一审宣判1案4人，终审宣判4案10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同时对一
批犯罪分子执行死刑。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4名毒品犯罪案件的
上诉人卢某钰、陈某、鲁某坤、陈某坚及2名原审
被告人黎某亮、黄某帝进行公开宣判，上述人员犯
贩卖毒品罪分别被判处十个月至二年不等刑罚并
处罚金；毒品犯罪案件被告人王某童因犯贩卖、运
输毒品罪，数量大，罪行极其严重，被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王某童在公开宣判后即被送往刑场执行死刑。同
时，毒品犯罪案件被告人范某海、钟某、李某钟、邢
某斌4人因贩卖毒品被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一审
分别判处一年两个月至十年不等刑罚并处罚金。

掀起禁毒新高潮

东方警方打掉
一盗窃手机团伙

本报八所2月26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曾群飞 周志斌）海南日
报记者2月26日从东方公安边防支
队获悉，该支队紧密结合打击“两抢
一盗”专项行动部署，于近日成功
打掉1个盗窃手机犯罪团伙，带破系
列盗窃案件 30起。目前，3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
深挖办理中。

从治污治臭到生态平衡,海口美舍河治理和管理进入新阶段

粼粼美舍河 人城水共欢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地处热带的海口，
每年从 4月份开始进
入炎炎夏日。因为天
气炎热，也让海口这个
季节游客有所减少。
但是，春夏时节的海
口，其实有很多地方值
得一去，比如到长影环
球 100 奇幻乐园体验
各种游乐项目、傍晚
时分到美舍河凤翔湿
地公园散步、晚上去
海口海垦花园夜市吃
烧烤……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大学南门夜市各色美食飘香。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2月 26日，本报《4月份
前划定钓鱼点并免费开放》一
文透露，海口计划4月份前划
定钓鱼点并免费开放。这一
消息让很多海口市民感到欣
喜。大家认为放开垂钓是让
市民共享生态治理成果的具
体举措，也将促使市民更加珍
惜、爱护环境。

同时，多位生态专家也提
出，美舍河鱼多为患带来“幸
福的烦恼”，也折射了目前政
府的生态保护工作面临着升
级——从最初的治污治臭，到
现在考虑生态平衡，不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治理
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拿出更多
的智慧和能力，让生态治理成
果推动城市品质以及市民生
态文明素养不断提升。

从鱼无法存活到鱼多为患，海口
美舍河的生态系统经历了怎样的变
化？在今后的管理中，海口市政府相
关部门还可能遇到哪些新的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生态专家。

“水质改善，水草能够生长，吃水
草的小鱼得以存活，食小鱼的罗非鱼
也变多，更吸引鹭鸟驻足。”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师赖文蔚表示，
鱼群增加说明美舍河的生态系统在不

断完善。但鱼多为患，也是对生态平
衡的破坏。“美舍河河道中的鱼以罗非
鱼为主。因罗非鱼繁殖能力强，目前
河道内没有它们的‘天敌’，加上禁止
市民捕捞，所以出现了鱼多为患的现
象。鱼太多，到夏天缺氧死亡，尸体腐
烂发臭，会发生厌氧现象，沉到河底也
会造成底泥污染。在此情况下，开放
垂钓是可行的。”

“海口美舍河的治理给全国树立

了榜样。对于过去污水横流，鱼无法
存活的美舍河来说，鱼变多肯定说明
水质在不断变好。但现在鱼太多，则
说明美舍河的生态环境建设只是到了
一个初级阶段，生态结构还未建立起
来。”俞孔坚认为，再过一段时间，以鱼
为食的鹭鸟以及黄鼠狼等哺乳动物也
会增多，美舍河沿岸的生态系统会逐
渐达到平衡。

“美舍河的治理和管理进入到一

定阶段，除了鱼多为患，接下来还可
能会出现水安全等其他新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海口市政府相关部门应
该不断提升生态管理智慧，在尊重自
然的基础上，通过更加精细化的管
理，让生态治理成果推动城市品质以
及市民生态文明素养不断提升，实现

‘蓝绿交织、清新明亮、人水和谐、水
城相融’的美好画卷。”俞孔坚说。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升级 尊重自然更加精细化管理

新闻追踪

夜晚的海口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灯光璀璨。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