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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早春茶开采节
11日举行

本报五指山1月8日电（记者林晓君 特约
记者刘钊）为传承中国茶文化，塑造生态茶品牌，
促进茶旅融合，2020中国（五指山）早春茶开采节
将于本月11日在五指山市水满乡举行。目前各
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届时各茶业协
会、茶企将踊跃参与，共襄海南茶界盛举。

此次开采节围绕“早春之芽·雨林好礼”为主
题开展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将对五指山茶叶
十大品牌人物、五指山十大茶叶扶贫合作社颁
奖，并发布五指山红茶标准。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开采节将举办的海
南春茶展示品鉴会上，五指山、琼中、白沙等市县
茶企以及海垦茶叶集团茶叶品牌将带来海南茶叶
名品、新品，供与会嘉宾及市民游客品鉴、选购。
并同步开展茶艺展示、花道展示活动。

此外，开采节还将邀请网红主播、媒体记者、
市民游客到五指山各大茶园，通过采茶、游园、欣赏
茶园快闪、跳竹竿舞、吃以茶为主题长桌宴等活动。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1
月8日凌晨，我省首个“马路机器人”在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与玉兰路交叉
口投入使用。

当天晚高峰时段，海南日报记者
在滨海大道与玉兰路交叉路口看到，
随着玉兰路北向南交通流量持续剧
增，海口市交警通过手机遥控操作，

“马路机器人”自动往东横向移动护
栏，快速完成车道切换，增加了1条北
向南进口车道。经过几个信号周期放
行，玉兰路北向南车流排队长度迅速
缩短、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同期对向交
通流量较少，并未因出口车道减少而

影响通行。
据现场交警介绍，玉兰路作为连

接滨海大道、国贸片区、世贸北片区
的主要道路，毗邻公园、学校、繁华商
圈，早高峰时段由国贸片区、滨海大
道经玉兰路、民声东路的交通流量密
集，晚高峰时段由民声东路经玉兰路
北向南交通流量持续剧增，受潮汐车
流集中和道路条件限制，造成玉兰路
早晚高峰车流缓行，尤其是晚高峰时
段北往南流向交通延误严重，而南往
北方向通行顺畅，存在明显的潮汐现
象。为提高滨海大道与玉兰路交叉
口的通行能力，海口市交警支队经过
前期流量分析，充分调研论证，连夜

组装完毕并立即投入使用。
据了解，滨海大道与玉兰路交叉

路口的“马路机器人”长约50米，运用
智能控制技术在结构上将护栏立柱
设计成信息处理单元与机械传动单
元，通过底部电机带动4个滑轮，实现
护栏自动横向移动。根据交通流量
变化，执勤交警只需通过手机App遥
控就能轻松实现潮汐车道的隔离切
换，整个变道可在短时间内完成。

据悉，近期海口市交警支队还将持
续关注该路口通行情况，采取信号调整
优化、潮汐车道切换联动措施，最大化
提升该路口的整体通行效率，从而以点
带面有效提升周边片区路网通行能力。

1、车辆行驶时请按照交通标志指示的速
度行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路段、湿滑
路面适当减速，车流密集路段切勿强行超车。

2、请到正规客运场站乘坐车辆，切勿在站
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拒绝乘坐超员、
非法营运车辆。

3、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
开车莫饮酒。

4、出行注意安全，车辆驶近急弯、坡道等
不安全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
强行会车。下坡时不要空挡滑行，上坡时注意
控制车速，避免急踩油门、高速冲坡。遇紧急
情况，请及时制动，切莫急打方向。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袁迎蕾 吴春娃）
2020年春运即将开始，海南日报记者1月8日上午从省气象部门
了解到，未来7天海南岛大部时段天气较好。

省气象台预计，1月8日～1月10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海南岛
以多云为主，东北半部地区有分散小雨，交通运输气象条件和琼州
海峡通航条件较好。

陆地方面，预计1月8日～10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海南岛以
多云天气为主，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中部地区15℃～18℃，其余地区18℃～21℃，最高气温北部、中
部和东部地区24℃～27℃，西部和南部地区27℃～30℃。

全省主要路段方面，预计 1 月 8 日～10 日，海南岛东线
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段、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路段有
短时小阵雨，对交通运输无明显影响，全岛各交通路段气象
条件较好。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李红波）2020
年春运1月10日开始，2月18日结束。当前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已投入使用，为给旅客的春运出行提供便利，1月10日，南
航将正式开通海南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下简称北京大兴）
的航线，海口、三亚每日均一班，预计该航线运营至春运结束。

其中，海口⇌北京大兴的航班7：05起飞，10：40抵达北
京；北京大兴⇌海口航班18：05起飞，21：55抵达海口。三亚
⇌北京大兴航班16：55起飞，20：35抵达北京；北京大兴⇌三
亚航班11：55起飞，15：55抵达三亚。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海南飞往北京其他机场的南航航线
依然正常运行，预计到今年夏秋航季，南航将把海南飞往北京
的全部航线转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日起至3月28日，选
择南航的旅客若在北京因走错机场导致误机，可在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相关柜台申请免费退票。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云蕾 陈栋泽）
为期40天的2020年春运将于1月10日拉开帷幕。1月8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获悉，今年春运美兰国际机
场预计执行进出港航班22092架次，运送旅客可达358.15万
人次，计划加班海口至北京、上海等热门航线1594架次。

据了解，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1月24日-30日），美兰
机场预计执行航班3877架次，旅客吞吐量约63.72万人次，
预计1月23日将迎来春节“黄金周”前的客流高峰，春节“黄
金周”前4天（1月24日-27日）航班量有所回落，1月28日
（大年初四）客流量开始大幅度回升，到1月30日（大年初六）
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截至目前，多家航空公司计划今年春运期间加班海口至
仰光、北京、上海、成都、贵阳、长沙、南宁、珠海、广州、哈尔滨
等热门航线1594架次，可增加座位25万个以上。

关注春运

省交警发布春运出行提示

这8处事故多发路段，千万要小心！
本报海口1月8日

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周平虎）1月8日，海
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针
对我省近年来春运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状况进行
分析，公布2019年全省
八大事故多发路段、
2020 年春运交通安全
出行提示。

2020年春运将于1
月10日启动，为强化路
面管控，做好春运道路
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省
交警公布全省以下8处
事故多发路段。

春运出行安全提示

南航

海南至北京大兴航线开通
天气

未来7天交通气象条件较好
美兰机场

热门航线计划加班1594架次

黑科技治堵，海南首个“马路机器人”亮相海口

这条护栏会“走路”

本报三亚1月8日电（记者周月光）
北方大雪纷飞，南国瓜果飘香。海南
日报记者1月8日从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三亚冬季瓜菜采收进入高峰期，
日出岛量达到3300吨，有力保障全国
重点城市春节“菜篮子”稳定供应。

“我们现在每天发货170多车，主
要发往北京、成都、重庆、长沙、广州、
上海、西安、杭州等全国30多个重点
城市。”1月8日上午，三亚市崖州果蔬

综合批发市场负责人卢日高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三亚冬季瓜菜采收已经进
入高峰期，1 月 7 日出岛瓜菜达到
3100吨，1月8日增加到3300吨，春
节前日出岛量有望达到3500吨。

冬季是海南农业黄金季，三亚市
积极推广“稻—菜”轮作耕作制度，同
时推动冬季瓜菜上坡地种植，在有条
件的田洋还引导农民种植二茬瓜菜，
充分挖掘三亚土地冬季价值，全市冬

季种植豆角、青瓜、茄子、苦瓜、丝瓜、
尖椒等品种面积约17万亩，预计总产
量47万吨。

三亚市天涯区抱龙村虽然地处深
山，但在政府引导下，去年种植冬季青
瓜200亩，今年种植冬季青瓜386亩，
现在全村每天上市青瓜近10万斤。
三亚市崖州区城东村种植冬季瓜菜
5000多亩，全村家家户户种植，村民
王克全说，他家去年种植冬季瓜菜7.8

亩，今年扩大到18亩，现在每天都起
早摸黑采收瓜菜。

在深挖冬季瓜菜种植潜力的同
时，三亚市全方位提高冬季瓜菜品质，
生产过程中推广绿色农资引导绿色种
植，产品采收上市过程中严格检测监
管，确保进入市场的每一车瓜菜质量
安全。

市场监测显示，自去年11月1日
三亚第一批冬季瓜菜上市以来，行情

稳定，如尖椒收购价平均1.71元/斤、
豆角收购价平均4.2元/斤、青瓜收购
价平均1.52元/斤、苦瓜收购价平均
1.78元/斤等。

冬季瓜菜行情稳定，农民种植管
理积极性高。据悉，三亚市农业农村
局将进一步做好产销服务工作，确保
农民瓜菜种得好卖得更好，在促进农
民增收的同时，为全国春节市场“保供
稳价”作更大贡献。

三亚冬季瓜菜进入产销旺季
日均出岛突破3000吨，销往全国30多个城市

海南迎春商品农产品展销会开幕

扶贫年货等你来购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罗霞）1月8日，

第三届海南迎春商品农产品展销会在海口名门广
场拉开帷幕，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采购年货，其
中消费扶贫成为亮点。

本届展会共有参展商181家，展销品种涉及
农产品、海洋食品、粮油糖酒饮料、文化用品、家用
电器、美食等方面，年货品类齐全。邮储银行海南
省分行、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设立
了免费支农扶贫展区，海南泰龙商城管理有限公
司设立了台湾商品美食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农业农村局组织琼中特色优质农产品参展，临高
县商务局组织临高特色优质海产品参展，格力电
器、椰岛酒业等企业设置了品牌展位。

海南日报记者在展销会现场看到，展销会上
销售的产品丰富，母山咖啡、茶叶、白沙红心橙、石
斛、乳胶产品等颇受消费者欢迎，特别是一些支农
扶贫展位人气足。

据了解，本届海南迎春商品农产品展销会在
省总工会、省农业农村厅、海口市商务局、海口市
秀英区政府、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等单位支持下，由
省商业总会承办，将持续进行至1月12日。

5、疲劳时请不要勉强驾车，应及时
休息，待疲劳减轻后再驾驶车辆。

6、请您系好安全带，同时为孩子选
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
莫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

7、车辆发生故障或意外需停车时，要
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
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
方向设置警告标志。高速公路设置警告
标志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车上人员
应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防止二次事故
发生。

全省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序号 道路名称 桩号区间

1 海榆西线 360Km-370Km

2 海榆西线 390Km-400Km

3 铺文线 90Km-100Km

4 海榆中线 20Km-30Km

5 海榆西线 330Km-340Km

6 和新线 20Km-30Km

7 环岛高速公路 580Km-600Km

8 海榆东线 270Km-280Km

在海口市滨海大道与玉兰路交叉口，交警通过手机遥控移动护栏，实现
潮汐车道隔离切换。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摄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钟辉 张建林）1月8日，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海口
航标处顺利完成了海口秀英港1号
灯浮标更换保养作业，并安装上科技
含量高的“中国芯”北斗遥测遥控灯
器和北斗AIS实体航标。

至此，赶在春运来临前，海口航
标处实现了对琼州海峡航标遥测遥
控系统全覆盖和重点水域AIS北斗
实体航标全覆盖，有效提升了琼州海
峡客滚运输服务综合保障能力，为即
将开始的2020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
春运安全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导助航

服务。
据悉，琼州海峡作为我国水路运

输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之一，对打好
春运攻坚战，全力保障民生大通道安
全畅通意义重大。

为使船舶能及时识别、掌握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航道航标的状态，
海口航标处通过对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通道的灯浮标进行起吊保养，
安装北斗遥测遥控终端、设置AIS
北斗实体航标等方式，为船舶识别
出琼州海峡客滚运输通道提供更
加便利的条件，提升该水域的导助
航效能，着力提升运输服务综合保

障能力。
海口航标处运行保障科科长阮

佳骁说，在过去4个月内，海口航标
处组织对琼州海峡全部112座灯浮
标、6座灯塔（桩）进行升级保养，使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通道上的导助航
灯浮标、灯塔（桩）全部焕然一新，导
航效果更加明显。

此次航标升级最大亮点就是利
用了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北斗遥控
遥测系统，实现了琼州海峡航标遥测
遥控系统全覆盖。

据悉，在琼州海峡远离海岸线的
水域，以往航标终端常由于天线高度

和功率的原因，通过运营商或VHF
通道传输信息，存在信号弱、不稳定
等因素。而北斗系统信号可以完全
覆盖琼州海峡，通过北斗系统传输信
号，能够有效解决航标遥测遥控系统
信号覆盖盲区的问题。

阮佳骁说，航标遥测遥控全覆
盖后，可以提升航标管理效率，能让
航标人员更有针对性地对航标进行
日常管理，实施精细化管理；同时也
能及时发现有异常的航标，并迅速
组织抢修，为船舶提供可靠的导助
航服务。

“灯浮标升级保养过后，目视

效果更好了，我们船舶航行就更
加方便和安全了。”经常在琼州
海峡开船的“铜鼓岭”船船长程
鲲鹏说。

据悉，下一步，海口航标处还将
选取琼州海峡关键位置的6座航标
开展多功能航标试点建设，通过安
装能见度仪、风向仪、海流仪、视频
等设备，采集该水域关键位置的水
文、气象信息及视频信息，通过信息
平台为港航单位、船舶提供该水域
实时水文、气象、航标动态等信息，
为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船舶提供参考
数据。

实现重点水域AIS北斗实体航标全覆盖

“中国芯”灯浮标照亮琼州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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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1月7日，临高博厚镇1600多亩的凤梨释迦扶
贫基地，去年1月种下的一株株凤梨释迦树苗已长
成一丛丛小果树，漫山遍野呈现行行绿意。“现在释
迦的市场价达每斤十五六元，而且还不容易买到，
只要种出来好果，就不愁销售。”海南兴国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种植部负责人张金峰说，“这片凤梨释迦
产业基地，我们已经投入了8000多万元。”

这个热带高效农业基地也是临高县的产业扶
贫示范基地之一。海南兴国实业公司在临高博厚
镇、皇桐镇和南宝镇，建有6000多亩的3个农业基
地，种植凤梨释迦和火龙果等。从2017年至2019
年，这3个基地接纳了临高博厚镇、皇桐镇、南宝
镇、临城镇、东英镇、调楼镇、多文镇、波莲镇等8个
乡镇8717户贫困户9795.08万元扶贫资金，除了
每年按时间节点固定给贫困户分红10%，公司还
按照“产业拉动、培训牵动、就业带动”的思路，创新
推行了“产业扶贫项目基地+贫困户技能培训+扶
贫工场”的“三位一体”的模式，联动推进产业扶贫。

“临高产业扶贫资金投入的项目都是新兴的
热带高效农业项目，在三年时间内都属于项目的建
设期，不会有产出，3年内我们用于担保支付贫困
户分红的保障是我们总公司乐东火龙果基地的效
益。”张金峰说。

截至2019年11月30日，兴国公司已向上述
8717户贫困户32332人支付了分红895.52万元。

6000多亩新兴产业扶贫基地，需要大量用
工。在博厚凤梨释迦基地，兴国公司建有培训基
地，2019年共进行了5期培训，培训了500多人
次的贫困户农民工，主要教授释迦种植技术。贫
困户掌握了种植技术，愿意在自家地里种植的，公
司会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并负责果品销售。

企业还在田间地头建立起了“扶贫工场”。“目
前，我们一线产业扶贫项目直接为农民工提供了
270个固定就业岗位，临时用工一天少的时候三
四十人，多时能达到数百人。”张金峰说。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仅在2019年，兴国公
司就吸纳了劳动力约8000人次，发放农民工工资
达1015万元。

“三位一体”的产业创新扶贫模式已成为临高
产业扶贫的特色。临高县扶贫办主任王赵未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临高县在产业扶贫中，坚持龙头企
业带动、优势产业拉动、合作社牵动、贫困户联动
的思路，在市场化、组织化和规模化发展上谋思
路，培育壮大了兴国凤梨释迦基地、天地人热带
水果种植和海丰深水网箱养殖等一批规模化产
业扶贫基地，并在规模化产业扶贫基地大力打造

“产业扶贫基地+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扶贫工场”
的产业扶贫模式，将贫困群众培养成为产业工人、
技术工人，既拓宽了贫困群众的收入渠道，又发挥
了产业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加了贫困群众的

“造血”能力。 （本报临城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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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推进“基地+培训+工场”产业扶贫
模式，贫困户获分红、学技术、赚工资

扶贫“三位一体”
带来“一举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