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地区 金额（元）

1 海垦 6072063.14

2 陵水 5561547.91
3 澄迈 4964616.78
4 定安 3552463.70
5 海口 3409534.28
6 临高 3049449.71
7 白沙 2665450.74
8 乐东 2255623.94
9 万宁 1283509.41
10 保亭 1231751.85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第33期）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
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6
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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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
维持整洁不言苦

“大家辛苦了！快来喝点水！”6
月23日12时许，海口市秀英街道办
环卫工助理孙瑞锦提着一壶凉茶来
到秀英大道，招呼附近坚守在岗位上
的工友们饮用。这种用菊花、甘草等
烹煮出来的凉茶，能预防中暑，她最
近每天都要煮两大桶。

今年46岁的孙瑞锦，在海口从
事环卫工作已经11个年头了，如今
的职务是秀英街道环卫人工部助理，
由于经历过高温、台风、暴雨等各种
天气，她应对复杂多变的天气状况有
一定的经验，所以一进入夏天，她就
给工友们准备了风油精、藿香正气
水、凉茶等。

然而，高温的天气仍然让人“煎
熬”。两天前，负责秀英大道中段清
洁的工人吴海珠突然头晕不适，疑似
中暑，孙瑞锦发现后，赶紧将她带至
阴凉处歇息，并不停地擦拭风油精帮
她提神，随后叮嘱她暂且好好休息。
第二天，吴海珠负责的路段换了其他
工友顶替。

“工作确实比较辛苦，但是高温
天气下，垃圾更要及时处理。”环卫工
人赵亚丽说，她的班次是每天10时
到15时，正是一天中最晒最热的时
段，所以她每天上岗都戴着斗笠，穿
着严实的环卫工作服，尽管如此还是

抵挡不住热气，“在马路边扫地，只要
5分钟，衣服肯定汗湿。”

孙瑞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从今年4月开
始，海口市给每一位环卫工人发放
高温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
预计会发放到10月。为做好城市
的保洁工作，环卫公司增加了物力、
人力投入，注意工人的防暑降温，并
通过调整班次等措施，尽量给体弱
的工人多安排一点时间休息。

城市建设者
追赶进度不退却

6月23日10时30分，海南日报
记者驾车行驶在海口白驹大道上，仪
表盘上显示车外温度36.5℃。阵阵热
浪并没有让城市的建设者们退却——
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工地上，一辆辆
工程车来回奔跑；白驹大道改造及东
延线项目工地内，挖机轰鸣，工人挥
汗如雨；海口哈罗公学内桩机林立，
阵阵打桩声不时传来；美兰国际机场
二期新航站楼渐渐露出“真容”……

在白驹大道改造工程段内，安全
员张超骑着电动车在工地上来回穿
梭。一顶安全帽、一件薄长袖工作服
就是他所有的防晒“装备”。“热！比
我老家那边热多了。”来自陕西的张
超坦言。在他的前面，新建好的路基
往前延伸。在白驹大道东延线南岳
溪桥工地上，数十名工人忙着固定钢

筋位，他们挥汗如雨。
“连日来气温都很高，但是工期

一点都没有被耽误。”该项目相关负
责人白立志表示，全长8.63千米的白
驹大道及东延线项目，目前土方、路
基处理工程完成量均过半，沿线4座
桥梁灌注桩工程均完工。不仅白驹
大道改造及东延线项目，在江东新区
内，热浪并没有让施工停滞，每个项
目工地依旧热火朝天。

“截至今年5月底，二期项目工程
累计完成投资75.4亿元，累计完成投
资进度达48.7%，项目计划今年完成投
资30亿元。”在美兰机场二期项目工地
上，该项目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飞行区工程跑道、滑行道、站坪等道
面基本完工，排水工程完成98%，大家
将一起努力，争取不落工期。

交通警察
确保通畅不怕累

6月 23日 6时30分，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龙华大队四中队中队
长熊远圣来到南沙路交警岗亭，他换
好制服后骑着警用摩托车赶到龙昆
南路与海德路交叉口。

上午7时，熊远圣和同事们准时
上岗，开始了早高峰的交通疏导工
作。虽是早晨，但地面温度并不低，
不一会，在车流中忙碌的熊远圣和他
同事们的后背已经湿了一大片。“进
入5月后，我们交警制服每天都是湿

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们早都习惯
了。”熊远圣说。

除了疏导交通，交警们还要承担
查处行人闯红灯，电动自行车违规载
物、超限载人等违法行为，所以他得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7时15分，熊远圣发现一个年轻
小伙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他连忙上
前将其拦下。“自去年7月1日起，对驾
驶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
和乘车人，海口公安交警部门都将严
格查处，你不知道这个规定吗？作为
惩罚，除了要缴纳40元罚款，你还需

在路口站岗执勤30分钟。”熊远圣对
小伙耐心解释说，“这也是为了你的安
全考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次教训。”

高温天气容易造成车辆车况不
佳。8时左右，一辆小货车在路上抛
锚，司机前来求助。烈日下，熊远圣
和同事一起将故障车推到不影响交
通的地方，并联系了牵引车。

一直忙到9时，熊远圣才有空坐下
来喝口水。“保畅通、降事故是交警的职
责所在，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是给交警最好的‘降暑药’。”熊远圣说。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本报海口 6月 23 日讯 （记者
叶媛媛）近日的持续高温天气让
人难耐，不少市民都想知道这样
的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到什么时
候。6 月 23 日，海南省气象台首
席气象预报员李勋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根据目前气
象部门的监测，我省目前大范围、
持续高温天气至少还将持续到 6
月 30 日，各有关部门需及时做好

防御高温措施。
李勋表示，此次海南的高温天气

主要是受到西南干热气流的影响。
这股气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干”，
一个是“热”，“‘干’指的是湿度条件
差，午后阵雨出现的可能性低；‘热’，
指的是该气流的热力属性突出，易导
致地表升温更加迅速明显。”他说。

李勋介绍，根据目前监测，此次
高温天气出现的范围较大，近3天琼

岛北半部已有7个以上市县发布了
橙色预警信号，根据气象部门的预
测，此次高温天气过程将至少持续到
6月30日。在这期间，各市县温度
可能会有小幅度的波动，但明显变化
的可能性较小。

省气象部门提醒，我省前段时
间的高温天气已对工农业生产带
来了一定的影响，为有效应对未来
持续的高温天气，建议相关部门密

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切实
加强防暑降温措施，根据情况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合理安排好生产生
活。电力部门要加强用电的科学
调度，水务部门要保障好生产、生
活用水，农业部门要加强灌区用水
管理；强化安全保障措施。重点做
好森林防火重点区域火情监控、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道路交通安全保
障等工作。

海口开展工地“送清凉”活动

为一线工人
送去防暑物资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记者
郭萃）6月23日下午，海口市总工会
开展“送清凉”活动，为一线工人送
去饮料等防暑降温物资。海口市总
工会有关工作人员先后来到龙昆南
延长线市政化改造工程工地、椰海大
道（丘海-龙昆）改造工程工地、椰海
大道（丘海大道-规划长天路）道路
改造提升工程工地以及南海大道市
政化改造工程工地，为一线工人送去
价值过万元的降温防暑物资。

同时，各工程项目部也通过多
项措施降温防暑。龙昆南路延长线
市政化工程项目施工单位中交一公
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书记蔡
汉森介绍，在近几天高温情况下，工
地上约有140余名工人施工，为了
防暑降温，项目部调整了露天作业
班组的作业时间。该项目还专门为
工人设置了休息间，里面备有充足
的饮用水、凉茶、应急药箱等。

据了解，龙昆南路延长线市政
化工程项目，北起椰海大道，南至绕
城高速立交，全长4060米，目前该
项目正在进行燃气、电力等管线迁
改工作，已完成总投资的20%，项目
预计年底完工。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邓
海宁）海口连日来的高温天气不仅让
很多市民受不了，动物们也是热得不
行。6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获悉，工作人员
已为园区里的熊猫、东北虎、长颈鹿
等怕热的动物启动“防暑”工作，不仅
有空调、淋浴、泳池、遮荫篷，还有“冰
蛋糕”这样的消暑利器，严防动物中

暑。
据了解，两只国宝大熊猫贡贡

和舜舜的消暑“凉”方最为高大上，
不仅有空调房24小时可供纳凉，园
区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给它们准备了

“冰蛋糕”，“冰蛋糕”分为两层，底座
是西瓜汁冰冻而成的，上面有熊猫
爱吃的苹果、葡萄、竹子等食物。如
有异常高温的情况发生，工作人员

还会将提前制作好的大冰块投放在
熊猫周边，让它们可以趴在上面玩
耍解暑。

针对不同动物的习性，园区内的
工作人员实施不同解暑方案。如为
猛兽类的东北虎、熊、狮子等，增加了
淋浴、泳池等设施的数量，并由原来
的按时间段供给变为全天候供给；草
食类动物长颈鹿、河马等，工作人员

为其增加了遮荫篷的面积，还投喂西
瓜等水果帮助解暑；而禽类中的火烈
鸟等，工作人员进一步增植了乔木、
灌木丛帮助遮荫，还有专门规划的带
状水池可供火烈鸟避暑。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相关负
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大家的精
心照料下，截至目前，园区没有动物
中暑。

第137期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介绍海口龙华区脱贫攻坚工作经验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陈卓斌）第137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电视节目将于6月
24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播出。本期电视夜校
中，海口市龙华区委常委舒琳将受邀来到现场，介
绍龙华区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政策引导、典型引
路，把脱贫攻坚工作引向深入。

在访谈环节，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村民钟茱
莘和她的帮扶责任人也将来到电视夜校，向大家
讲述钟茱莘自身凭借种植瓜菜、养牛脱贫“摘帽”
的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期电视夜校还将于
6月24日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6月30日16时
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
络广播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进行
收看。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陈丽娜 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小静）6月23
日下午，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3期销量排行榜和订
单排行榜揭晓。海垦、陵水、澄迈依然占据销量排
行榜前三名的位置。订单排行榜方面，琼海忠锐
生态大米、陵水祖关茶树菇和乐东咯咯香农家鸡
蛋销量继续领先。

在本期榜单上，海垦以607.2万元的销售额
继续占据销量排行榜榜首的宝座，琼海忠锐生态
大米则以9355件的销量蝉联订单排行榜冠军。

6月21日，文昌市举行“东郊互联网农业小
镇揭牌活动暨2019年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在
消费扶贫集市上，来自17个乡镇的贫困户和合作
社带来了70种特色农副产品，现场气氛热闹，半
天的时间，销售总额达8.7万元。

6月22日，以“爱心扶贫集市 小康路上同行”
为主题的万宁市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热闹开市。
活动共设有26个展位，30多户贫困户带着自家的
特色农产品前来参展，当天销售额约8.5万元。

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海南爱心扶贫网定期推
出农家好货，下周将主打鸣望鲜鸡蛋。该产品产
自海南鸣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凤鸣水乡临
高跃锦蛋鸡养殖种植示范园，该园饲养的4.6万
只鸡即将迎来产蛋高峰期。

7月1日起海口调整货车
通行区域与时段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钟玲）6月23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
规范海口市货车通行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提
高道路通行效率，自7月1日起，该支队将对原来
施行的货车通行通告的内容进行调整。

限行对象和时间方面，新能源货车除海秀快
速路全路段24小时禁止通行外，其他时间和路段
不受通行限制；中型（不含）以下货车每日6：00至
9：00和16：30至19：30在限行区域内限制通行，
在24小时禁行路段禁止通行；中型（含）以上货车
每日6：00至21：00在限行区域内限制通行，在
24小时禁行路段禁止通行。所有货车按照管理
规定通行，确因生产、生活等需要在限行时间、区
域和路段上通行的货车，应办理临时通行手续后
方可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不受该通告的限制。

据悉，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通告规定在限
行时段通行的，海口交警将根据有关规定，处以
100元罚款，记3分。

炎炎夏日，椰城各行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不畏艰苦

太阳很烈 你们很美

战高温 迎烤验

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大范围高温天气
期间气温明显变化可能性较小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消暑妙招多

熊猫吃“冰蛋糕”老虎泡游泳池

海南爱心扶贫网
第33期榜单揭晓
文昌万宁两场线下活动助力精准扶贫

炎炎夏日，热浪滚滚。近来，持续高温天气让人动辄大汗淋漓。然而走进海口的大街小巷、重点项目
施工场地，随处可见各行业劳动者挥汗如雨的场面，他们为城市的发展、环境的整洁，坚守岗位、不畏辛劳，
这座城市也因为有着百万劳动者的默默奉献而闪耀靓丽之光。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张期望 计思佳 邓海宁

降暑解热 各有“凉”方

制图/杨薇

6月23日，在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小鸟在喷水管前“沐浴”降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6月23日，在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小朋友用
荷叶当“遮阳帽”。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6月23日，在万洋高速万宁段，工人师傅喝绿
豆汤解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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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货车限行区域

东至滨江路（含）

西至丽晶路、丘海大道（不含）

南至椰海大道（不含）北至海岸线形成的
闭合区域内所有道路，含海甸岛

滨江路全路段、海秀快速路全路段、
长天路全路段、国兴大道全路段

货车24小时禁行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