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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市美兰区顺达路有三家企业：1、椰牛
饮料有限公司，通过门口的排污口将生产
废水直排入顺达路路边的水沟，散发臭
味。2.赛立克制药公司，晚上十点左右公司
门口飘散很浓的药味。3.滨江帝景小区东
边有一家鼎基水泥公司，晚上十一点之后
作业声音很大，影响小区居民生活。

儋州市那大镇江目地村，儋州联和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证件不全，环保不过关，相关
部门已要求停产，该厂选择半夜偷偷生产，
产生噪音、粉尘和严重的异味，附近居民不
堪其扰，希望能彻底解决该厂的问题。

海南文诚养殖有限公司破坏儋州市光村镇
屯积村委会一带几公里的滩涂原生态红树
林建设养殖场，每天超标排放污水到大海，
影响周边村民生活。

海南青林禾木建筑有限公司的青林石场开
采儋州排浦镇沙沟村委会南部约 2公里处
土地达 400亩，地面遗留大坑，导致原自然
沟（南华江）河道常年干涸，且产生大量扬
尘，影响周边村民生活。

长坡镇长坡村委会松树园村附近的多玉岭
（沙浦岭二岭）垃圾堆放点旁边，有人乱采
挖花岗岩，扬尘污染严重，挖出的石坑达
60-80米深，破坏生态环境。

万宁市东澳镇保利半岛壹号小区周边多处
鱼排杂乱无章，还存在鸭、鹅养殖场，导致
水体变黑，内海海水浑浊，并且散发臭味，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定安县龙湖镇的龙湖环保砖厂，偷挖几十
亩的林地和耕地，扬尘污染严重；废水直排
到附近农田，造成一百多亩的农田荒废，村
民养殖的禽类死亡，已有两年多的时间。
环保督察期间暂时停产逃避检查。

陵水县新村镇潟湖新的后海（陵水县新村
镇桐海村委会的东北面）50％的面积被用
来挖鱼塘，毁掉红树林约500亩，污染严重，
水质污浊、暗黄、有臭味。农田毁坏严重，
约二百多亩水田被用来挖鱼塘，鱼塘污水
直接排入新村潟湖。桐海村委会的灶仔
村，村边的农田被鱼塘排出的污水浸泡，农
田变废地，没法耕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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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7月30日16时30分，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曾柱带队，会同市科工信局、区市政维修中心、区水务局、区科工信局、灵山镇副镇长吴东刚及镇环保站工作
人员到信访举报件中提及的三家企业进行检查，情况如下：
1.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9日取得《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关于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鲜果饮料深加工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琼土环资
审字﹝2011﹞132号），于2014年3月24日获得《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关于同意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鲜果饮料深加工技改扩建项目环保试生产的复函》（琼土环资函﹝
2014﹞486号），于2015年9月29日取得《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关于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鲜果饮料深加工技改扩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琼环函﹝2015﹞1224
号），建有污水处理站。生产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顺达路一体化污水处理站。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水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生产废水直
排入顺达路路边的水沟。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海南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于2001年8月17日取得琼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海南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GMP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于2005年12
月27日获得《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海南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GMP生产基地）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市土环资规字﹝2005﹞93号），建有污水处理站，车
间安装有粉尘回收器和净化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市环监验字﹝2005﹞103号），该公司主要生产替米沙坦片剂，采购化验合格的原辅料后，经过
粉筛、配料、整粒、混合、压片，检验合格后入库。现场未发现有异味。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市环监验字﹝2005﹞103号），该厂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
粉尘。生产车间安装有粉尘回收器和净化器，收集的粉尘经过设备处理后排放，排放口位于厂房北侧，高约3米，现场检查时设施正常运行。2019年8月2日16点至17
点，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到赛立克药业进行巡查，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未发现有异味；2019年8月2日22点至24点，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再次到赛
立克药业进行巡查，该厂区外围并无异味，进入滨江景苑小区巡查也未发现有异味。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3.海南鼎基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已拆除搬迁，现场已改成停车场。举报情况不属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由于检查当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无噪音和粉尘产生，未闻到异味，发现该公司部分主线机器（拉线工段）已拆除，
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厂涉嫌违法问题下达了《立案通知书》（儋环立字〔2019〕81号）。
（二）儋州供电局再次现场对该公司用电来源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为：儋州联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由市水务局下属的江目地水电站直接供电。市科工信局根据实际情
况，立即要求市水务局提供该厂近两年来的用电情况，并要求市水务局通过分析用电量对该厂生产状况进行判定。
（三）市水务局责成江目地水电站提供了儋州联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2018年至2019年7月的用电情况，并对用电情况进行了分析，从2019年3月起，该厂用电量显著下
降（不足2019年2月前一半）；市水务局对该厂用地情况进行了说明，该公司于2014年1月租用隶属于市水务局的儋州市江目地水电站占土地，用地面积7807.2平方米
（12.1亩）土地租赁期限为12年。

一、被举报对象海南文诚养殖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为海南文诚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博文，经营范围：养殖。于1995年开始建设养殖场，签订承包合同，用于水
产养殖。目前共有59口池塘，场地占地面积213898.65平方米，涉及一般耕地213280.06平方米、园地422.76平方米、滩涂63.11平方米、乡村建设用地132.72平方米。不
在生态红线内,有209486.67平方米处于禁养区范围。其中：50口养殖池均在养殖光村沙虫，养殖沙虫苗2000万尾，养殖方式为底播增殖，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其余
为蓄水处理池、沉淀池，用于循环利用水资源。该公司通过入股分红的模式，带动帮扶当地贫困户398户。2008年2月曾获得原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南美白对虾
养殖场项目环保验收意见。
二、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技术人员利用谷歌卫星影像图进行追溯，对可追湖查阅到的2009、2014、2017、2018年谷歌卫星影像图中进行判读，2009、2014、2017、2018年
期间，谷歌卫星影像图中该公司在光村镇屯积河入海口处修建的养殖场(池)无红树林影像记录。
三、经与光村镇政府、护林员、屯积村民进行核实，自2009年以来，该区域未发现有砍伐红树林事件；大约1995年期间，当时镇政府曾有号召当地群众修建养殖场(池)，该
区域原土地现状是滩凃和沙地，没有树木和红树林。

2019年7月30日下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排浦镇政府和沙沟村委会干部清林禾木石场进行现场核实调查，情况如下：
（一）该石场东面有个老采坑，该老采坑实际名称为海南儋州华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华海石场，该老采矿于2014年闭坑，老采坑面积为23.67亩。排浦镇沙沟村建筑用石
料矿《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未包含华海石场，2014年12月编制《排浦镇沙沟村建筑用石料矿矿山地质报告与恢复治理方案》时已将华海石场纳入该矿山治理范围。
（二）该矿山东南面1公里处有座小型山鸡江水库，矿山西北面50米处有条山鸡江小河，矿山东北面20米有条自然沟（南华江）。经与属地村委会干部了解和现场核查发
现，山鸡江水库储水量较低，今年普遍干旱，大部分河沟都接近干涸。
（三）因排浦镇沙沟村村村通道路建设，该石场从2018年10月停产至今，现场没有发现粉尘。该石场已办理环评手续，该石场破碎机装有喷淋式洒水设备，场内有一台
洒水车，定时进行路面洒水，2016年12月28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原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对海南青林禾木建筑有限公司申报的儋州市排浦镇沙沟村建筑用石料矿
建设项目予以备案（备案号：琼环评备〔2016〕92号），该矿山距离沙沟村2.5公里。
（四）综上所述：信访人举报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高度重视，根据责任分工，由市资规局会同市环保局对信访件进行调查核实。二是赴现场调查核实，7月30日下午，由市资规局会同环保局有关工作人员根据信访
投诉内容到现场核实。三是深入调查，认真核实信访件反映情况。经现场调查核实，信访投诉的地点位于金泰采石场。即与第八批次交办的受理编号为
X2HI201907210053的信访件被举报对象一致。金泰石场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采矿证，且目前已经市政府同意后正在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该矿区已
于2018年12月正式进场开展治理工作，现已经完成30%工程进度。举报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对于该治理项目再次被投诉，作为主管部门，市资规局再次认真梳理
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立行立改，争取得到当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在调查核实的当天，针对机械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问题，我局立即要求施工方增加
降尘设备，将扬尘污染降低到最小。

经查看保利壹号周边“老爷海”海面存在渔排情况，结合前期市政府2019年7月15日颁发的《万宁市老爷海渔排登记工作方案》渔排登记工作后开展登记的资料，该处渔
排登记281户网箱8550口，现场查看该处渔排有些杂乱缺乏统一规范；村民黄大和在保利壹号桥铺村周围的一些“退塘”后遗留的滩涂地约100亩内养殖鸭子五百只左
右，养殖尾水导致水体变黑、浑浊，内海海水富营养化，养鸭子的鸭子噪音对周边有一定的影响。

2019年7月30日下午，由县科工信局牵头，联合县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资规局、龙湖镇政府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组到现场时，该砖厂因设备检修
未进行生产，路口进厂的土路已经硬化为水泥道路，但厂区砂土物料堆放点还有小部分原料未覆盖。在厂区南面围墙外有荒废的农田，农田里有积水，现场未发现厂区
有废水直排农田。走访周边村民，没有发现养殖禽类死亡非正常死亡现象。
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偷挖几十亩的林地和耕地”位于砖厂北侧，系原定安县国土资源局发证的采矿点，属于采矿权矿区范围内，采矿权人为海南定安恒吉石材有限公
司，其采矿许可证号为：C4690212016107130143160，有效期限：2016年10月3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已办理完成矿山开采前的矿产资源开采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与保
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矿山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事项，开采手续齐全，其开挖的地块在矿区范围内，开采行为合法，该矿区在我县多规合一中为园地，不涉及林地和耕地。
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2019年7月30日下午，新村镇政府联合县生态环境局、县农村农业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综合执法局、县林业局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经现场调查核实，该
地块是低洼田地，面积66.18亩，长期汇聚雨水，多年来都无法耕种。
（二）新村镇红树林生长分布在新村港西至西南边的滩涂或潮间带之间。该举报地块位于新村港北部灶仔村旁，属于陆域地带，没有红树林生长分布，故举报毁掉红树
林约500亩与现状不相符合。
（三）经我县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勘查测量，水田66.18亩，保持完好并未挖塘，与信访件所描述的农田毁坏严重，约二百多亩水田被用来挖鱼塘不相符合。
（四）该投诉地块周边有10户村民养塘鱼60.23亩，在上世纪80年代养殖至今，养殖池塘排水影响居住在周边田边上3户村民日常生活。
（五）该村委会周边的鱼塘排水都是排入低洼盐咸田地里，与信访件所描述的污水直接排入新村潟湖的问题不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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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已办理环保手续，现场检查污水设施正常运行，生产废水经自建污水处
理站处理后，排入顺达路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未发现生产废水直排入顺达路路边的水沟。海南
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已办理环保手续，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粉尘，车间安装有粉尘回收器和净
化器，收集的粉尘经过设备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设施正常运行，8月2日22点工作人员巡查赛
立克药业厂区外围并无异味，进入滨江景苑小区巡查也未发现有异味。海南鼎基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已拆除搬迁。
因赛立克药业近期未生产，问题正在解决。美兰区生态环境局计划于8月6日16点和20点对
该公司晚班生产时间（该公司晚班加班至 21点）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公司对异味进行检
测。职能部门加强巡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如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

针对海南儋州联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存在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
年8月1日对该公司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儋环责改字〔2019〕98号），责令其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听候处理；并对该公司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查处（儋环立字〔2019〕81号）。市水务局已责成江目地水电站对海南儋州联和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采取停止供电的措施。

一、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人员对海南文诚实业有限公司养殖塘废水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经监
测，废水监测结果显示为未超标。针对养殖场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擅自开始养殖行为，已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二、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邀请专家对沿海再次调研，根据专家意见适当
调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准许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合规养殖,计划把该区域调整规划发展成水产
养殖产业园区。
三、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指导帮助海南文诚实业有限公司
在符合养殖的区域完善养殖、环评、用地等手续。
四、海南文诚实业有限公司申报办理完善养殖、环评、用地等手续,合法合规开展水产养殖。

（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指导矿山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时已将华海老采坑纳
入排浦镇沙沟村建筑用石料矿的治理范围，将华海老采坑作为排浦镇沙沟村建筑用石料矿的
排土场和堆料场，日后将加强监督排浦镇沙沟村建筑用石料矿履行地质环境治理义务情况，加
快治理进度。
（二）市生态环境局将对该石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待该石场恢复生产后便对其污染物排
放情况进行采样监测，根据监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三）将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群众反映自然沟（南华江）干涸问题进行技术勘察，待结果出来后再
作进一步处理。

根据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琼国土
资储字〔2018〕43号）文件精神，原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7月向市政府请示开展金泰采石场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2018年 8月 13日经十五届第 32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同意开展
金泰采石场治理工作。原国土局委托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编制治理方案，治理措施主
要为台阶式降坡卸荷危岩清除，修筑带刺铁丝、挡土墙，表土回填，种植树苗，砌体拆除，工业场
地及办公生活区场地平整等。我局正在督促施工单位加快修复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力争2020
年底前完成治理任务。目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拟将该采石场废弃采矿坑选址建设为琼海市配
套飞灰填埋场项目，并已取得市发改委出具的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后续手续正在办理中。结合
矿山治理工作将废弃矿坑变废为宝，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废弃矿坑再利用。针对信访人反
映的扬尘情况，市资规局认真核实，坚持立行立改，督促施工方安装喷淋降尘设施，并于8月1
日将降尘设备安装完成投入使用，最大限度降低扬尘污染。

处理情况：2019年7月31日，市资源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领导与礼纪镇政
府镇长、分管副镇长等人到现场调查处理。作出相应处理措施：1、待市政府渔排退养的工作实
施方案稳步推进渔排清退工作，目前礼纪镇已按照《万宁市老爷海渔排登记工作方案》对“老爷
海”海域内的渔排全部调查登记完成，登记281户网箱8550口，并上报市政府；2、责令养鸭户黄
大和迁移养鸭场，礼纪镇政府与养殖户黄大和签订协议，限3个月内出售所有存栏鸭子清空场
地，并不准再次在此区域饲养鸭子等禽类；3、礼纪镇政府组织保洁人员对保利壹号周边海域开
展环境卫生，清理污染杂物。

一是要求该砖厂加强管理，对厂区砂土物料及时覆盖到位。二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
司对厂区南面围墙外的农田积水采样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再做进一步处理。

（一）我县新村镇组织人员利用挖机等机械开渠挖沟排水，同时采用抽水机往外排水，减少养殖
池塘排水至盐咸农田浸泡。
（二）加快推进养殖池塘生态补偿进度。优先安排该地块生态补偿工作，退塘还林还湿工程的
实施将提升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变现状不再有养殖池塘废水直接入盐咸农田。（三）县
生态环境局正对低洼田地的水质和土壤以及养殖池塘排水水质取样，出具检测报告。（四）我县
林业部门正在实施的红树林补种工程，目前一期工程已种植2009亩红树林，预计二期工程种植
红树林达到一万亩。（五）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正在实施的新村、黎安两潟湖生态环境蓝色海
湾整治工程，总共8个子项目中，已有5个已完工，3个子项目正在实施中，新村潟湖蓝色海湾整
治工程的实施提升了周边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以及改善潟湖水环境。
问题解决情况
（一）我县新村镇桐海村委会利用挖机开挖排水沟，采用抽水机往外排水。截止8月3日，已完
成开挖排水沟工作，正在外往抽水排水约三分之一，减少盐咸农田浸没。
（二）投诉所反映的该地块周边10户养殖鱼塘60.23亩，都在禁养区外。截止8月3日，已经生
态补偿2户28.16亩，申请生态补偿款项4户20.05亩，尝未申请生态补偿款4户12.02亩。
（三）我县新村镇政府联合县生态环境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巡查，坚决依法查处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计思
佳）8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林业局获悉，在国家林草局组织开展
的“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优秀组织奖”评选表
彰活动中，该局凭借在保护森林和野
生动植物资源工作中的担当奉献和显
著成绩，荣获“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
资源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海口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特别是在湿地保护修复方
面成绩显著：在全国率先编制及实施

《海口市湿地保护修复总体规划
（2017-2025年）》，研究制定《海口市
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实施方案》等文
件，为湿地保护修复工作的落实提供
保障；组建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主
任委员的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为海

口湿地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以“湿
地+”治理模式，创新湿地保护修复方
式；成立全省首个湿地保护协会——
海口湿地保护协会……目前，海口湿
地保护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凸显，《湿地保护管理三

级网络体系》案例成为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发布的第四批“制度创
新案例”之一。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旨在表彰
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全国林
草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开创森林、草原、湿地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新局面。除海
口市林业局荣获“先进集体”称号外，
海南省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副科长钟才荣也荣获“先进个
人”称号。

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工作成效突出

海口一单位一个人获表彰

昌江开展治超“雷霆行动”
本报石碌8月8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陈家漠）8月6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召开治超
“雷霆行动”动员会，动员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强道
路交通治理工作，杜绝超限超载现象恶性反弹，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道路交通安全。

据悉，此次专项治超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分
为部署、集中整治、总结3个阶段。重点整治货车
非法改装、货运车辆车货总质量超过限载标准的
违法行为，尤其是号牌不清或恶意遮挡的货运车
辆。整治范围包括叉河工业大道、昌江大道、核电
大道等重点路段以及各重点货运源头企业。

会议要求，昌江各相关职能单位必须落实部
门治超工作责任主体，并加强组织领导、抓好部
门协同。而各源头监管责任单位则需对重点货
运源头企业加强日常监管，突出源头治超、实现
标本兼治。

■ 本报记者 刘操

在部队，她辛勤付出，救死扶伤；
在地方，她收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古家具，创办公益博物馆。她就是海
南明清家具博物馆理事长黄艳丽。

“我想保留一些历史的痕迹与细
节，时间将证明，这些古家具对我们的
国家、社会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藏
品。”5年前，黄艳丽和丈夫在海口创
办民间博物馆，她希望通过海南的古
家具向公众传递本土历史文化。

古家具的丰富文化令她着迷

1987年，黄艳丽从广西老家到海
南参军，在海南武警部队边防总队医
院服役。“部队的历练对我的人生影响

巨大，帮助我养成了好的生活习惯，提
高了自身的管理能力，也塑造了我坚
强的意志力。”黄艳丽说。

2007年，她选择自主择业，退出
现役，在海口一家私人医院供职的同
时，也将更多精力转向了自己的兴趣
爱好——收藏古董家具。

黄艳丽的爱人罗正园从小在海口
骑楼老街长大，对古董家具颇为熟
悉。婚后，黄艳丽受到丈夫的影响，也
对古董家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海南
民间有很多精美的古家具藏品，我们
希望收藏这些物品来证明海南有丰富
的历史文化。”黄艳丽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黄艳丽
和丈夫就习惯在海口的古玩集市上收
集各种本地古董家具。夫妻俩经常是
一个人的工资用于日常开销生活，另

一个人的工资用来收古董。
“我们对自己收藏的东西很有感

情，这些物件有着很深的历史烙印，蕴
含着丰富的本地文化。”黄艳丽把每一
件家具都当成宝贝一样精心保管，专
门租仓库存放。她还会对古家具进行
清洗、消毒、修补。

筹建民间博物馆给藏品安家

随着藏品数量不断增多，黄艳丽
开始在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上动脑筋。“常常慨叹它们躲在
深闺人未识，我希望为它们建个‘家’，
让更多大众接触和了解它们，让优秀
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国有博物馆是主流，地位很重要，
但民间博物馆也是重要的补充。”通过
几次展览和业内交流，黄艳丽的藏品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2014
年，黄艳丽着手创办明清家具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于
2016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清代中期
的紫檀太师椅、清代的草花梨翘头供
案……数百件馆藏都有编号，均由黄
艳丽和爱人在海口的老街收集而来。

“这是一张清代中期的明式方桌，
是我跟踪了多年的一件珍品。10多
年前，一位老藏友因为唯一的女儿出
国定居了，他也准备跟过去，我得知后
就买了下来。”对每一件展出的古董家
具，黄艳丽都能够回忆起一段故事来。

“筹建一座民间博物馆，既给古家
具安了家，又能与知识界、文化界人士
分享，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通过与其
他收藏人士交流，也能让藏品‘活’起
来。”黄艳丽说。

计划继续向公众免费开放

“前几年我辞掉了医院的工作，所
有的精力和积蓄都投在博物馆上了。”

每天清晨，黄艳丽都会准时来到博物
馆，和同事们一起整理归类、清扫保洁。

黄艳丽和丈夫非常注重挖掘家具
的文化内涵，研究家具的历史背景、材
质、美学。为此，她专门开设了微信公
众号，将展馆里的古家具逐一进行详
细讲解分析。在她心目中，民间博物
馆一定要做到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
也能看懂。“让观众通过实物、文字和
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知道我们
想说什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
最重要的。”

明清家具博物馆是海口市为数不
多的民间博物馆之一。开馆以后，不
断获得好评。“大家的认可是我最大的
成就，也是我将博物馆继续做下去的
动力。”黄艳丽表示，博物馆自建成以
来就是免费开放，未来也会继续免
费。“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支
持，以便更好地、更可持续地将博物馆
运营下去。” （本报海口8月8日讯）

海南明清家具博物馆理事长黄艳丽：

守护流光中的文化初心
三亚发布
“游艇+婚礼旅游”产品
游艇婚礼婚拍基地揭牌

本报三亚8月8日电（记者徐慧玲）积极培
育“游艇+婚庆旅游”产业，做大“甜蜜”蛋糕。8月
7日，三亚市海上游艇婚礼产品发布会在三亚鸿
洲国际游艇港举行，现场推出了多种类高端定制

“游艇+婚礼旅游”产品。同时三亚市游艇婚礼婚
拍基地在三亚鸿洲游艇会揭牌。

据悉，鸿洲国际游艇码头地处三亚市区，交通
便捷，拥有较好的热带海洋资源及岸上配套资源。
其主题鲜明的游艇、码头场景同婚纱拍摄的结合，
有望在传统的旅游渠道上创造出新型的旅游产品
模式，丰富婚庆旅游、游艇旅游产品供给。

三亚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三亚积
极推进海上婚庆等新业态发展，促进“旅游＋婚
庆”产业融合。下一步，将重点深挖游艇产业，策
划境内境外游艇游玩精品线路,布局新建码头，逐
步完善旅游市场供给，做足境内外旅游市场宣传
推广工作，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