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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青年志愿服务
获多个国家级奖项

本报讯（记者昂颖 习霁鸿 通讯员欧阳资 王
珊珊）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团省委获悉，第十二届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组织奖和项目奖近日
揭晓。我省许超、林智、邸子旭、陈柏林、段玫竹、高
丽等6人获优秀个人奖；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获
优秀组织奖；“美舍河变形计”志愿服务项目、“爱的
龟途”海龟保护志愿服务项目获优秀项目奖。

据了解，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组织
奖、项目奖是由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授予
的我国青年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自1996年
组织实施以来，每两年评选一次。

据悉，作为我省此次唯一获得优秀组织奖的
志愿者组织，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自2009年12
月成立以来，充分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组织青年
志愿者参与城市发展建设，配合民政、商务、交通等
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春运行动、扶残助残、生
态保护、爱心扶贫等志愿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美舍河变形计”志愿服务项目是以我省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背景、以提升群众生态保
护意识为目标的环保类志愿服务项目。该项目系
统策划开展了常态性、主题性、特色性的三大系列
活动，如巡查巡护、流动宣传、定点讲解、“小手拉
大手”寒暑期社会实践、环保嘉年华活动等。累计
有近3万人次志愿者参与，辐射带动10多万人，
有力提升了市民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维护和巩
固海口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近年来，我省着力推动青年志愿服务规范化、
项目化、常态化，建立推广志愿服务社区行动、海
外服务计划、“暖乡”支教、春运“暖冬”等特色项
目，促进青年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才两岁四个
月，就被定下“娃娃亲”，这是一门什么
样的亲事？“亲家”不远万里专门从上
海飞往海南文昌“认亲”，这是何种魅
力使然？近日，在位于文昌的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281亩椰
子还未完全挂果，就被来自上海的投
资者王建安认购，总金额约500万元，
投资期限为30年。

刚定下“亲事”的这些椰子，外壳颜
色金黄或嫩绿，个头矮，相比需要七八
年才挂果的海南传统高种椰子，它们只
需三四年就可以开花结果，它们就是

“文椰2号”“文椰3号”和“文椰4号”。
王建安是上海一家半导体设备企

业的负责人，为什么他的投资目光被
文昌椰子吸引？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从宏观经济走势判断，海南目前正
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未来肯定是中
国经济的一片热土。从产业发展角度
来看，文椰品种产量高、挂果所需时间
短，椰子产业大有可为。

王建安举例说，他是甘肃省静宁
县人，该县大面积种植的冰糖心苹果
让全县农民增产增收，海南目前全岛
仅种植50多万亩椰子，其产业潜力非

常大。
“这是市场认可文椰品种的最好

证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
所研究员范海阔介绍，文椰品种是椰
子研究所依据海南气候特点，经30多
年适应性筛选和选择，培育出的新品
种。目前文椰品种性状比较稳定，适
合在海南、云南推广种植，主要面向海
南旅游市场和国内鲜果市场。

海胶集团旗下海南瑞橡热带经
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忠东
是这门“亲事”的“红娘”，在他的眼
里，文椰品种就是绩优股，低投入、高

回报、高收益。
“此次每亩认购价格1.5万元，未来

高产量和高收益可期。”他给海南日报记
者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管理技术水平，
每年亩产值1万元，总投资500万元，两
年就可以收回成本，“而传统高种椰子亩
产值约3000元，挂果所需时间太长。”

据了解，本次认购采取的合作模
式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负责椰子生长和抚育期的全程技术服
务，实行统一管理模式，确保椰子质
量，椰子研究所和投资方将进行椰子
果利益分配，认养期为30年。

魏忠东认为，此认购模式让科研成
果与市场紧密结合，有效改善传统农产
品投资大、期限长、回收慢的不足，为解
决椰子大面积推广过程中的资金问题
提供有效办法。未来，该集团将利用该
模式布局椰子全产业链。

去年，我省专题研究橡胶、槟榔、椰
子“三棵树”产业发展。“希望椰子产业的
发展能获得政府、企业、农民的关注，我
们愿意把诸多的技术转让给企业和农
户，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力量加入，提高
海南椰子的市场竞争力，让椰子树成为
农民、企业真正的摇钱树。”范海阔说。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晚会
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吴香
飞）1月4日晚，由团省委指导，省青少年希望基金
会和省留守儿童关爱志愿者协会联合主办的“童
年遇见你”——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晚会在海南大
学思源学堂举行。

晚会讲述了留守儿童成长的感人故事，同时
全面总结了省留守儿童关爱志愿者协会（以下简
称童爱会）成立一年多以来，关爱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的工作成果，通报表彰了过去一年多来为海
南关爱留守儿童事业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据了解，童爱会是我省第一个专门致力于关
爱留守儿童的公益组织，由团省委指导，省青少年
希望基金会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自2018年7
月成立以来，童爱会积极投身海南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的关爱事业，立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不同层
面的需求，通过“新一千零一夜——农村寄宿学校
睡前故事”“成美爱助事实孤儿回访活动”“童心
1+1——困境儿童精准关爱计划”等公益项目构
建立体式关爱体系，累计开展公益活动107场，直
接受益儿童7390人。

外地投资者认购中国热科院椰子研究所281亩未挂果椰子树

“亲家”沪上来 喜定“椰娃亲”

本报屯城1月4日电（记者贾磊）台
上是时尚动感的电音舞蹈，台下是香味
诱人的屯昌美食和热热闹闹的超市系
列促销活动……1月4日晚，屯昌县体
育馆前人山人海，2020年海南（屯昌）
电音美食嘉年华正在这里举行，掀起了
品美食、玩电音、逛车展的热潮。

当晚，来到屯昌电音美食嘉年
华的活动现场，星空隧道、美食展
示区，以及中部汽车展，每一处
都是人头攒动。在美食展示
区，黑猪排骨、功夫鸡、香煎五
花肉、木薯饼、腌粉、枫木苦
瓜、屯昌粽子等当地特色美食
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

拍照和品鉴。部分网红还对活
动进行了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屯

昌，认识屯昌美食。
伴着动人的音乐声，晚会在舞蹈

《TIME》中拉开序幕，海南知名黎族
原创歌手杨文强带来《潮爱》《黎家美》
等精彩的音乐表演，网络人气摇滚歌
手逍遥演唱了《靓仔》等歌曲，赢得了
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一个个精彩节目
轮番上演，抽奖环节更是将当天的晚
会推向高潮，中奖的游客都忙着领取
奖品。

“妈妈快看，这里的星空隧道真
美。”活动现场，星空隧道吸引着孩子
们玩耍以及拍照留念，来自屯城镇的
小朋友苏燕玩了几回后，高兴地说，今
晚正好是周末，她玩了套鸡蛋等游戏，
还看了表演，非常开心。

屯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

恺表示，屯昌不仅有美名远扬的屯昌
黑猪肉，还有屯昌特有的鹿肉以及富
有屯昌特点的各类农家菜，菜品丰富
多样又自成特色，是值得一尝的海岛
内陆美食。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宣传屯昌，挖掘、传承、弘扬屯昌美食
文化，以美食为窗口，向大众展示一个
开放文明、魅力无限的大美屯昌，从而
促进消费，拉动屯昌经济增长。

据悉，本次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
由屯昌县政府主办，屯昌县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屯昌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和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共同承
办，活动包含屯昌全县商超年货展、中
部汽车展、屯昌特色美食市集、屯昌特
色美食展示、网红打卡、现场互动游
戏、电音派对等多项精彩内容。

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活动举行

美食电音加展览 口耳眼福齐满足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重启
九价宫颈癌疫苗预约接种
新增二价、四价宫颈癌疫苗

本报三亚1月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黄
毅）1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获悉，该院重新开启九价宫颈癌疫苗预约接种服
务，并新增二价、四价宫颈癌疫苗。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宫颈
癌疫苗数量有限，每月约满后，预约平台关闭；不
通过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者不得接种九价宫
颈癌疫苗；预约成功，但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接种
的，医院为其预留15天内接种，无特殊情况不按
时接种的过期作废。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李冬林）1 月 3
日，2019年度“全球大熊猫奖”
15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在比利时
天堂动物园揭晓。经过32.8445
万次投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的大熊猫“贡贡”获得“中国最
惹人喜爱的大熊猫”奖项金奖。

据了解，“全球大熊猫奖”
（The Giant Panda Global

Adwards）由全球大熊猫网站
（www.GiantPandaGlobal.
com）的创始人杰罗恩·雅各布
斯组织推出。邀请世界各地的
熊猫专家和“猫粉”们在2019年
12月5日至12月23日期间投票
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大熊猫、从业
人员和相关机构。

据介绍，熊猫兄弟入驻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以来，每逢重

要节假日，海野园区都为大熊猫
兄弟“贡贡”“舜舜”策划庆祝活
动，还设计了生日派对、登岛一
周年庆祝等主题活动，全面展示
熊猫在海南的幸福生活，推广海
南得天独厚的热带旅游资源和
和谐的绿色旅游理念，获得了各
个国家和地区游客的极大关注。
2019年，海野接待入境游客同比
增长了296%。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
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月4日
从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获
悉，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附
近村庄的村民2019年12月底在
公园内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小天鹅，这是海口首次发现小
天鹅的记录。

最先发现这只小天鹅的是
海口琼华村村民谭胜利。从他

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看，这只小
天鹅有着长长的脖颈，纯白的羽
毛，黑色的脚蹼，嘴基两侧还有
明显黄斑。“它每天的作息非常
规律，早上6点准时出现在公园
内，每天傍晚6点左右飞走。”

“从提供的照片来判断，能确
定这就是小天鹅。”海口畓榃湿地
研究所所长卢刚介绍，小天鹅在
华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一带越冬

比较多，在华南地区只发现有少
量的越冬记录。“这是海口有史以
来首次记录到小天鹅。”

卢刚表示，小天鹅的出现，
说明海南有非常优良的湿地生
境，提供给这种大型的鸟类栖
息；此外，得益于专业监测力量
的加入以及志愿者的长期监测，
海南近年来发现不少新物种的
记录。

生态优良
鸭尽知
1月1日，在位于临高县境

内的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
地公园，栗树鸭成群栖息。

栗树鸭属中小型鸭类，作
为留鸟在海南繁衍生息。随
着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内红树林不断修复，公园
内的候鸟和留鸟将迎来更好
的生存环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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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贡”最是惹人爱

湿地上演“天鹅湖”

小天鹅（学名：Cygnus columbianus）为大型水禽，体长110-130厘米，体重4-7千克，雌鸟略小。其
鸣声清脆，有似“叩叩”的哨声。小天鹅在冬季主要栖息在多芦苇、蒲草和其他水生植物的大型湖泊、水
库、水塘与河湾等地方，也出现在湿草地和水淹平原、沼泽、海滩及河口地带，有时甚至出现在农田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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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活动在县体育馆前举行。
➡ 市民游客在星空隧道拍照留念。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上接A01版
积极承接省级财政科技计划专项项目（课题），加
强对以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为特点的钢结构装配
式住宅应用技术研究。特别是针对防腐蚀、隔声、
防水、减隔震、遮阳等相关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制
定相关技术标准，稳步推进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
公共租赁房、人才公寓、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
安置房、易地扶贫搬迁、新农村建设、农村危房改
造及商品房等住宅项目中的应用。

我省试点的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
工程总承包（EPC）模式。支持钢结构企业向工程
总承包企业转型。实行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装饰装
修与主体结构、机电设备协同施工。积极推广标
准化、集成化、模块化的装修模式，促进集成卫浴、
轻质隔墙等材料、产品和设备管线集成化技术应
用，提高装配化装修水平。

今年我省将开展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试点

大
熊
猫
﹃
贡
贡
﹄
。

海
南
热
带
野
生
动
植
物
园
供
图

每周二、周四上午8时至11时30分
预约电话为0898-88023973

预约方式

通过“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微信
公众号预约

现场及电话预约（现场及电话
预约仅限于预约二价、四价宫颈癌
疫苗）

时间

制图/孙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