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的权益保障
更为健全

妇女参政议政
能力更为全面

7、在西南印度洋、中印度洋热液区及其邻域共获得了近5000份热液大生物样品，对研究热液大生物的生物地理特征分布、热液基因流传播途径及热
液大生物对海底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获得一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深海热液科考成果

1、厘清了西南印度洋龙旂热液区热液喷口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在龙旂热液区新发现了T、LQ-1、H等多处高温热液喷口，首次在龙旂热液区附近发
现了超基性岩的出露。

2、突破了西南印度洋断桥热液区为非活动热液区的前期认识，首次确认断桥热液区尚处于活动阶段。首次在该区发现了多达7处（D-1、D-2、D-3、
D-4、D-5等）以中、低温集中流和弥散流为主的活动喷口，并发现丰富多样的热液大生物群落发育。

3、深化了对西南印度洋天成热液区的认识，发现了新的热液活动点和热液生物群落分布。

4、自主研制的热液保压取样器41次搭载下潜作业，取得共计178管高温热液流体样本。在西南印度洋龙旂热液区DFF6喷口测得最高温度381°C，
在中印度洋Edmond热液区Nura Nura喷口测得最高温度382°C，为深入认识海底热液流体形成及演化机制提供了样本。

5、在龙旂、天成、Kairei、Edmond等热液场的烟囱体、硫化物、羽状流以及大生物样品，进行了自养微生物和异养微生物的现场富集培养，海上现场已
获得100余份不同温度与底物的筛选培养物，为研究深海热液微生物的生理演化及极端环境适应机制提供了样本。

6、在西南印度洋、中印度洋热液区及其邻域共采集了400余件热液硫化物和基岩样品，为深入揭示超慢扩张和中速扩张洋中脊多金属硫化物与热液
系统的成因机制及生命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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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10日电（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杜莉 实习生符钰超）历
时121天，航行17000余海里，“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完成了在西南印
度洋热液区的试验性应用科考任务，
搭载“探索一号”科考船于3月10日
上午顺利返回三亚。这是中国载人
深潜器第一次实施覆盖西南印度洋
和中印度洋的深潜科考航次。

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西南
印度洋热液科学考察航次（TS10航
次）中，“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
高海况、海底地质环境复杂的西南印
度洋和中印度洋热液区下潜作业62
次，平均水中作业时间9小时15分，
平均水下作业时间6小时13分，平均
最大下潜深度2766米，创造了中国载

人深潜单月下潜25次的新纪录。
期间，在载人潜水器和科学家

的密切配合下，TS10航次完成了5
个热液区（天成、龙旂、断桥、Kairei
和Edmond）及2个异常区（德纯和
纯熙）的深海水下实地勘察，收集了
丰富的高质量、高分辨率的海底视
像资料，发现了丰富多样的热液大
生物群落发育，采集了丰富的热液
流体、硫化物、基岩以及热液大生物
样品，取得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
深海热液科考成果，为深入研究现
代海底热液流体系统的物质循环、
生命演化和适应机制以及生态环境
效应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和样品。

“本航次采用高密度的下潜作
业模式，进行了多次夜间布放、夜间

回收等作业，充分验证了潜水器性
能和团队保障能力。航次建立的载
人深潜航次协调机制及组织管理工
作制度，为我国后续载人深潜装备
的海试及科学应用提供了范本。”中
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有
关负责人介绍，本航次不仅创造了
中国载人深潜史单航次下潜作业次
数以及年度下潜作业次数的新纪
录，还实现了海底丢失潜标的追踪，
完成了一款国产深海成像声纳和两
款万米机械手的海底试验，验证了
其高精度的水下搜寻、搜救作业和
深海水下试验能力。

“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本航次
邀请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巴西圣保罗大学和法国马赛地

中海微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参与进
来，推动我国载人深潜科考的国际
合作不断加强。”该负责人还介绍，
TS10航次任务的圆满完成，标志着
我国载人深潜运维能力大幅提升，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也展示了我
国自主研制载人深潜装备的能力以
及中国载人深潜科考的风采，“外籍
科学家对‘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的性能、运行模式、运行效率和安全
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也盼望
与中方展开进一步合作。”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TS10航
次自2018年11月10日开始，2019年
3月10日结束，科考人员在蔚蓝广袤
的大海中度过了春节和元宵节，全身
心投入到探索深蓝的事业中。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王
培琳）“预计下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又有一笔新的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理赔款约20万元，要发放给胶农了。”
3月10日，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事实上，从去年一季度至今，
我省已经有1.76万胶农享受到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带来的保障。

天然橡胶是我国的重要农产品和
战略物资，也是海南广大胶农增加收入、
改善生活的重要产业。目前，海南天然
橡胶年产量为3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44.12%，涉及胶农70多万人、产业人
口200余万人。在海南中部地区，售
胶收入在当地农民生产收入中的比重
高达60%-70%。近年来，国际胶价
持续低迷，天然橡胶价格从2011年的
4.2万元/吨跌到目前的1.1万元/吨，
跌幅达74%，胶工和胶农的收入大幅下
降，导致人们的种胶割胶意愿不强，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亟待突破。

利用金融手段支持天然橡胶产业
发展，国内没有先例可循。去年，海南
主动探索创新，由政府指导，海南人保
财险公司等保险公司与各方合力具体

调研操作，最终创新开发出天然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品种。

借鉴2017年在琼中、白沙试点
“橡胶+保险+期货”工作的经验，2018
年上半年，海南在白沙、琼中、五指山
等地试点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橡胶投保后，一旦胶价低于约定的15
元/公斤标准，就会触发保险理赔机
制，让胶农获得保底收入。多个市县
的试点证明，即使胶价跌到了8元/公
斤，按照保险赔率计算，也可以保障胶
农收益维持在12元/公斤以上的水平。

近日，橡胶价格依然在低位徘徊，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合水村村民马
道元却没有之前揪心了。去年11月

7日下午，他已经收到投保周期的理
赔款786元，这让他心里踏实。

马道元家里有400株开割的橡
胶，每割一次可以收干胶30公斤左
右，每月割胶13次左右，加上保险理
赔也有近3000元的收入了。

“这个橡胶我们要继续割下去的，今
年橡胶开割期来了之后，我打算把在外
打工的老婆也叫回来割胶。”马道元说。

据了解，在试点效果良好的基础
上，2018年8月和9月，海南分别印发
《2018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
案》和《海南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
保险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
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天然橡胶价格（收

入）保险，以形成助力脱贫攻坚、助力
海南橡胶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除三沙、洋浦两个未种植橡胶的
地区外，今年，我省其他18个市县都
已在全面推进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
险的投保工作。

据统计，开展天然橡胶价格（收
入）保险工作以来，全省已有农垦国有
橡胶213万亩和1.76万农户（其中贫
困户胶农6193户）约22.68万亩民营
橡胶实现参保，财政保费补贴1.30亿
元，提供风险保障达18.73亿元，财政
资金效益放大14.41倍，已决保险赔
付2.58亿元，预计今年还将产生近2
亿元的赔款。

利用金融手段突破发展瓶颈，我省创新推出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收入托底让胶农吃了定心丸

“深海勇士”号完成西南印度洋首次科考任务
获得一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深海热液科考成果

民生服务更充实,权益保障更健全

我省妇女事业
稳步前进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蔡展能）海南日报记者3
月10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我省妇女
事业稳步前进，女性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更为便捷、更加完善，广大女
性同胞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有保障。

旅游品牌马蜂窝
落户海口高新区
以大数据服务旅游发展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郭
萃）日前，知名智慧旅游品牌马蜂窝入
驻海口国家高新区，成为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又一大数据与旅游产
业融合项目，将为政府、旅游景区及企
业、游客提供旅游应用服务。

据悉，智慧旅游作为一种新兴
的旅游发展理念，其本质就是满足
游客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和体验需
求。将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引入
到智慧旅游系统的建设中，对于提
升旅游行业形象和服务管理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此次马蜂窝落户海口高新区，将
与海南蓝鲸等一批数据企业利用数据
挖掘、AI等技术，对旅游景区、交通、
酒店等数据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分
析，向政府、旅游景区及企业、游客提
供旅游应用服务，帮助地方政府及旅
游企业精准把握市场趋势，优化资源
配置，打造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品牌，
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旅游消费体验和
服务质量。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叶
媛媛）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
平台2018年度大数据运用通报会今
日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8年，12345海口智慧平台不断加
强和创新海口市城市管理和社会治
理体制，强化12345热线“指挥棒”

“绣花针”“连心桥”作用，热线全年共
受理办件191.3595万件，日均接入量
5243件，热线办件质量显著提升，热
线办件呈现“四升四降”态势。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常务副主
任吴秋云介绍，2018年，12345海口
智慧平台先后荣获“金铃奖”“金数
奖”“先锋奖”，市民游客对12345的

参与度和认可度均有提升。2018年
海 口 12345 热 线 共 受 理 办 件
191.3595万件，接通率96.47%，满意
率90.81%，办结率99.6%，日均接入
量5243件。热线办件呈现“四升四
降”态势，其中，热线办件量、新媒体
渠道受理占比、市民来电表扬件、热
线总受理量均大幅上升；投诉类办件
占比、全市信访、重信访量、安全生产
事故类均有所下降，热线办件质量显
著提升。

2018 年投诉类办件总量虽较
2017年上升，但十大热点问题中噪
音、公交车、违规建设、停水停电、开
发商、物业管理、出租车等问题占比

呈“七降”趋势。在海口各部门积极
协调下，劳动维权、停水停电、非法采
砂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更有效解决。
如龙华区针对不满意办件建立起办件
分析评判督办机制，海口市交通局针
对市民出行不便问题，新增26条公
交路线，调整优化39条公交路线。

围绕发展总部经济、优化营商
环境、百万人才引进等省市重点工
作，12345海口智慧平台在2018年
继续发挥12345“一号通用”的优势，
推出了“12345+行政审批”“12345+
营商服务”“12345+人才服务”等便
民利企的举措。其中，2018年11月
初，热线创新推出“12345+营商服

务”模式，重点服务落户海口的近百
家总部经济重点企业，主动为企业
提供营商服务，得到省、海口市领导
的肯定和企业的好评。

吴秋云表示，下一步，12345海
口智慧平台将通过完善市民游客中
心运营管理、深化“12345+网格化”
工作、拓宽热线平台服务功能、积极
探索大数据的应用、提升话务质量和
办件质量、加强热线服务规范化管理
等6方面提升平台运行管理，在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狠下功夫，进
一步整合、集中更多的资源，互联互
通，打造综合联动的指挥平台，建设

“城市智慧大脑”。

去年海口12345热线呈现“四升四降”

热线办件量飙升 投诉类占比下降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9日12时-3月1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5

1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3

29

34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8年海口12345热线共受理办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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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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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获得法律援助和
司法救助人数为 5227 人，比
2011 年 增 加 2036 人 ，增 长
63.8%。

妇女享受
民生服务更加充实

2017年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达87.2%，比2010年提高38.5个
百分点；孕产妇产前检查率由
2010 年的 91.9%提高到 2017 年
的 96.4%。九年义务教育女生
辍学率维持在 1%左右，在校生
中，男女生比例保持稳定。

2017 年，妇女在就业人员
中的比例为47.5%，比2010年提
高2.9个百分点；女性技能劳动
者人数达 9815 人，比 2014 年增
加376人，增长近4%；公有经济
企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中女性人数为 6123 人，比 2014
年增加1097人，增长21.8%。

2017年市、县（区）党委、政
府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的比例
都达100%；厅、处级女干部占同
级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7.7% 和
16.2%，分别比 2011 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居、
村委会女性干部人数分别比
2011年增长19.7%和39.3%。

妇女创造财富
能力更加强劲

万宁将集中整治“大棚房”
依法查处耕地上的非农设施

本报万城3月1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海南日报记者3月10日从万宁市农业局获
悉，为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现象，万宁市将在全市
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耕地上的非
农设施进行依法查处。

据介绍，万宁市“大棚房”问题集中专项整治
行动，将对违法违规建设“大棚房”特别是在各类
农业园区内、美丽乡村和共享农庄项目中占用耕
地，或直接在耕地上违法违规建设私家庄园、别墅
等非农设施等行为，组织有关部门依法从严查处，
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司法等部门，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前期摸底的结果，万宁市现有31个占用
耕地的项目中，已有17个项目整改完成，14个项
目正在进行整改。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将对这些
违规建筑进行依法查处，并清理违规建筑拆除后
的建筑垃圾，加快推进复耕复绿。

万宁市还将以此次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为契
机，建立健全设施农业用地监管长效机制，注重
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杜绝“大棚房”等农地非农化
问题发生；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强化永久基本农
田用途特殊管制措施，对设施大棚、温室、设施用
房等建档立卡，实施精细化管理；加强土地用途
跟踪和监管，尤其是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监督管
理；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

海口启动
义务植树月活动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张珊珊）海南日报记者3月9日从海口市园林局
获悉，海口市委、市政府决定于3月植树月期间组
织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驻市部队官兵、在
校师生、青年志愿者和广大群众开展“海口市
2019年春季群众性义务植树月”活动。活动期
间，将向农民赠送花梨、沉香等乡土珍稀树种苗木
3万株。

据了解，3月1日至3月31日，海口将在各区
所辖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居（村）委会便民
代办点、居住小区开展义务植树社区宣传。

3月12日上午，海口各区政府将组织辖区机
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社会志愿者，在海榆中
线永庄水库旁、新坡镇光荣村、滨江西路隔离绿化
带、演丰镇苏民路、海秀镇周仁村、甲子镇新民村
等地种植重阳木、红花紫荆、木棉、黄花风铃、椰子
树、槟榔树苗等。

3月21日上午，海口市林业局和琼山区政
府将在三门坡镇乐来村、文岭村、美城村组织
植树造林宣传活动，开展植树技术下乡服务，
向农民赠送花梨、沉香等乡土珍稀树种苗木3
万株。

海口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积极
拓宽公众履行植树义务渠道，为社会公众参与义
务植树活动提供便利。采取直接参与植树造林或
通过认种认建、认护认养、抚育管护、捐资捐物、志
愿服务和购买森林碳汇等间接方式，合理组织群
众参与义务植树活动，履行植树义务。同时，园
林部门将加强技术指导，提高植树质量和植株成
活率。

3月10日，“深海勇士”号
载人深潜器搭载“探索一号”
科考船，经过121天的艰苦奋
战，圆满完成西南印度洋热液
科学考察航次（TS10航次），
顺利返航三亚母港。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深海勇士”号
完成西南印度洋
科考任务返航三亚

海口石山镇举办
“能厨巧妇”美食厨艺大赛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郭文旭）3月9日，海口火山口公园的休闲广场传
出美食佳肴的阵阵扑鼻香气，以“传农家美味，展
巾帼厨艺”为主题的2019石山镇火山口“能厨巧
妇”美食厨艺大赛在这里举办。

当天上午，来自海口以及其他市县的20名厨
艺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比赛，现场展现自己的拿手
厨艺。参赛作品中既有红焖石山羊、无水猪蹄、火
山石烤鸡、油炸黑豆腐、秘制五花肉等美食，也有
艾叶糍粑、糯米粿、鸡屎藤、红芝麻糖等特色小
吃。不少作品还专门选用了石山当地的新鲜原材
料进行制作，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并参
与试吃。比赛共设置一、二、三等奖，创意创新奖，
优秀文化奖等奖项共16个。经过激烈角逐，石山
镇陈耀育的红焖石山羊和该镇邓碧丹的鸡屎藤分
别获得菜品组和小吃组的第一名。

据了解，此次火山口“能厨巧妇”美食厨艺大
赛是今年3月火山口美食活动月的重要内容，旨
在更好地挖掘藏于民间的火山农家美食和传统的
农家巧妇厨艺，同时倡导火山绿色健康饮食，丰富
美丽乡村旅游内涵。

梁誉腾当选
屯昌县人民政府县长

本报屯城3月10日电（记者李梦瑶 特约记
者邓积钊）3月9日上午，屯昌县十五届人大五次
会议闭幕。经大会选举，梁誉腾当选为屯昌县人
民政府县长，赵德君为屯昌县监察委员会主任。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自贸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