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动“扫黄打非·绿书签”专项行动

让非法出版物远离孩子
本报定城5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程守满）近日，由定安县“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开展的定安县2020年“扫黄打非·绿书签”
专项行动启动。行动期间，定安有关部门将积极
引导家长进一步提高抵制非法出版物和侵权盗版
制品的意识，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增强
网络安全意识。

据了解，定安县2020年“扫黄打非·绿书签”
专项行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底。接下来，定安将
陆续开展“绿书签2020”进校园、进社区、进媒体、
进网站、进乡村、进执法部门等不同场景主题的宣
传活动，增强行动的社会影响力，调动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抵制非法出版物和侵权盗版制品，共同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据悉，此次“扫黄打非·绿书签”专项行动是定安
开展“扫黄打非·护苗2020”行动的一项具体措施。

定安

本报八所5月7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蒋潇翔）近日，东方开展主城区“两违”地基集中清
理行动，力争实现“销存量、无增量、控变量”的目
标。5月7日，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八所
镇福龙中路、东方大道等地的违建进行拆除，其中
地基6处，未封顶的一层建筑物1处，共拆除违建
面积约910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两违”地基集中清理行动共拆
除7处违建，涉及的违建业主在未取得规划许可
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施工。执法人员多次
巡查制止，违建业主拒绝整改，继续偷建抢建。
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新增违建“零容忍”，
及时依法拆除“两违”地基，发现一起、拆除一
起，以达到“拆除一处、震慑一片、教育一方”的
执法效果。

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将坚持严厉打击违建行为，进一步规范建房秩
序，提升东方宜居宜业宜游滨海花园城市形象，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集中清理“两违”地基
拆除违建约91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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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行走在海南，处处可见绿树，深浅
不一的绿，是海南的生态底色。截至
去年底，我省森林覆盖率达62.1%，居
全国前五名。

如果仔细观察海南种下的树木，
就会发现，乡土树种是海南绿色主力
军。近年来，沉香、黄花梨、坡垒等珍
稀乡土树种因适应性强、经济效益好，
被各市县广泛推广种植。

乡土树种体现了当地自然特色，
承载着家园情怀。在植树造林、园林
绿化中合理推广种植乡土树种，能有
效降低生产和养护成本。但也应看
到，我省在推广种植乡土树种的过程
中，在增加品种、统一行业标准等方面
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亟待有
关各方“对症开方”。

珍稀乡土树种
成“绿色银行”

4月27日，在东方市大田镇马龙
村，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种满了黄花梨、

土沉香等树木。被婆娑绿树包围的房
屋若隐若现，鸡群在树底下觅食，少年
在树下尽情玩耍，老人坐在大榕树下
闲聊，俨然一幅田园风光图。

“我们村是大广坝水库移民村庄，
搬迁过来后一直有种树的习惯，现在
全村大约种有10万株树木，以黄花梨
为主。”马龙村党支部书记吉理说，该
村的房前屋后、田沟边、溪边，几乎能
种树的空地都被种上了黄花梨树苗。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下，我
省群众和一部分林业企业积极种植黄
花梨。仅东方市就建成5个黄花梨种
植示范乡镇、76个黄花梨种植示范
村、3个黄花梨社区、2个黄花梨校园、
1个万亩黄花梨文化公园。

不仅是黄花梨，近年来，海南大力
推广种植珍稀乡土树种，沉香、油茶、
坡垒等适应性强、具有经济效益的乡
土树种被广泛种植。

澄迈县加乐镇效古村的沉香展
馆，摆放着用沉香制作的扇子、手钏、
线香等精致的手工艺品，用沉香提炼
的精油每克售价上千元。

过去的效古村，主要种植桉树，
每吨木材只能产生 300 余元的收
益。改种沉香后，预计亩均收益可超
43万元，而成材的桉树亩均收益才
1000元左右。

省林业局营林处处长蔡兴旺表
示，现在全省宜林地越来越少，植树造
林正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在
推广树种方面，我省现在大力倡导种
植土沉香、黄花梨、坡垒等乡土树种，
充分利用荒地、坡地等土地资源种植
珍贵树种，改变人工林树种单一的状
况，提高林业产业效益。

让市场接受
“新面孔”不容易

海南气候条件独特，生物多样性
十分丰富。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
我省适宜推广种植的乡土树种很多。

目前，在我省农村地区或企业种
植基地，种植较多的乡土树种有黄花
梨、沉香、黄胆木、坡垒、油茶等；在城
市，种植较多的是凤凰树、木棉、海南
菜豆树等乡土树种。

“海南有很多珍贵的乡土树种值
得推广，但人们对树种的认知不多，民
众不了解这些珍贵树种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在市场上也很难推广。”东
方市珍贵树种培育基地负责人周江认
为，海南的珍贵树种资源丰富，但目前
已推广种植的树种还相对较少。

海防林是抗风的第一道防线。生
长于沿海地区的琼崖海棠根系发达、

抗风耐旱，是海岸带保持水土和防止
土地荒漠化绿化造林的理想树种，而
且琼崖海棠果实含油量高，提取的果
油具有经济价值。

“现在海边种植的防护林木以
木麻黄为主，我认为也可以适当推
广种植琼崖海棠，丰富海防林的生
物多样性。”周江说，他曾在苗圃中
培育过一批琼崖海棠树苗，但人们
对琼崖海棠的接受度不高，市场推
广的效果不佳。

蔡兴旺认为，一个优良的乡土树
种驯化繁殖需要长时间的实验，加之
市场推广难度大，推广种植新树种并
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是在市
场推广方面，好的乡土树种犹如好的
农产品，需要有产品经理包装产品，
做好策划营销。

科技或可助力
行业规范发展

据省林业局统计，截至去年底，
我省乡土珍稀树种种植面积达23.3
万亩，其中黄花梨、沉香的种植面积
最大。

省沉香协会副会长王安忠介绍，
近年来，海南的沉香种植面积逐步扩
大，但市场上的沉香产品真假难辨、

缺乏行业标准，沉香产业的发展也面
临着一些不利因素。

东方市黄花梨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张建军认为，推广种植黄花梨、沉
香，让其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有利
于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目前，黄花
梨、沉香种植加工缺乏统一的行业标
准，行业的信息透明度也有待提高。
行业内对黄花梨、沉香缺少科学的检
测手段，木料难辨真假，容易出现信
任危机。

利用科技手段，可助推行业更加
规范地发展。海南大学园林学院教授
陈金辉介绍，海南大学在试验使用树
木无创检测技术，利用该技术可在无
损树木的情况下，探测树干的内部生
长状况，检测结果不仅是树木的健康
报告，还能为判断树木内芯材质生长
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业界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已有树
木DNA技术的创新应用，未来借助
科技检测手段划定木材市场价格，或
许有利于规范黄花梨、沉香等珍贵木
材的市场交易，为推广种植珍贵乡土
树种奠定基础。但据海南日报记者
了解到，目前这类检测（探测）技术在
国内尚未广泛应用，还需要接受实践
的检验。

（本报海口5月7日讯）

海报

我省在植树造林、园林绿化中推广特色乡土树种，凸显经济和生态价值

广植乡土树种 摇曳南国风情

本报文城5月7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陈欣）海南日报记者5月7
日从文昌市水务局获悉，为解决清澜
片区季节性缺水问题，该市近日已启
动建设清澜水厂引水工程，计划投资
5.08亿元，拟建管网31公里。同时，
为逐步实现供水管网互联互通、水源
互为备用、水量相互调剂，文昌加快城
乡供水一体化进程，致力于建立城乡
统筹、设施完备的供水工程体系。

据悉，2018年以来，文昌先后投
入资金4.07 亿元，建成供水主管道
73.5公里。其中，为解决文教河饮水
水源地水质不达标问题，已建成北山
水厂向同源、东郊水厂供水工程；为解
决文城北山水厂水源单一、供水保障
能力不足的问题，建成东路水库向北
山水厂输水工程（一期）；为解决翁田
地区安全饮水问题，基本建成东路水
厂至翁田水厂供水工程。

此外，文昌大力推进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自来水入户工作，着力打通农
村供水“最后一公里”。2018年以来，
累计投资5500万元，建成罗豆农场安
全饮水工程、石壁水厂管网延伸重兴
镇供水工程等116宗工程，受益群众
14.77万人，有效解决了350户1420
名贫困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

近日，为解决清澜片区季节性缺水
问题，文昌启动建设清澜水厂引水工
程，拟建管网31公里，已组织人员进场
开展清表工作。为保障东郊片区供水
安全，该市还计划投资2500万元，建设
北山水厂和东郊水厂供水延伸工程。

文昌启动建设
清澜水厂引水工程
解决清澜片区季节性缺水问题

本报牙叉5月 7日电 （记者孙
慧）日前，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茶园路北侧的高峰村生态移民搬迁
安置点施工现场，施工脚手架林立，
水泥罐车浇筑混凝土轰轰作响，工人
正在指挥吊车高空吊物。

“我们3月10日进场施工，主体工
程建设进度已达30%左右。”在施工现
场，高峰村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点项目生
产总监吴良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施工
方正在组织工人赶工期，力争今年7月
59栋安置房达到入住条件。

实施生态移民搬迁是推进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重点
任务和标志性工程。高峰村生态移民
搬迁安置点是第一批搬迁试点的首个
开工项目，原计划今年6月完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耽误了工期，预计项
目竣工时间将比原计划晚1个月左
右。

高峰村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点是白
沙的首个装配式建筑项目。施工方中
建科技有限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
用了BIM、装配式建筑等新技术，要

完成59栋两层楼住宅及村民便民服
务中心等的建设任务。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塔吊车正
在吊装楼梯板构件，将楼梯板构件放置
到已建好的住宅楼主体一侧。“如果是
传统的建造方式，这个楼梯板我们要
现场用水泥浇筑，现在我们先在加工
厂把楼梯板提前预制浇筑，然后再运
过来直接安装。”吴良仁介绍，该项目住
宅楼的楼梯板、阳台、雨篷、一楼围墙
大门等部分都将采用预制构件建造。

在高峰村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点

一旁，是中建科技有限公司的预制构
件临时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忙着扎钢
筋，并将扎好钢筋的模板浇筑上水
泥，制成一块块楼梯板。

“流水线生产预制构件，比较节
省时间，而且因为把控更加精准，构
件的质量更好。”吴良仁说，和传统的
施工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
式让施工现场灰尘更少、噪音更低。

据了解，除部分工人轮休外，高
峰村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点施工现场

“五一”假期期间未停工。

白沙高峰村搬迁安置点加快建设

栋新房预计7月达入住条件

本报那大5月 7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近日出台
《关于进一步做好儋州市2020年城市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制定超常规措施
推动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确保在
全国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建档的
51个该市困难职工家庭在今年底前
全部脱困。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7
日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方案》提出，儋州市教育局、市
财政局等部门联手，将城市困难职工
家庭上学子女纳入国家“奖、助、贷、
勤、减、免”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鼓励
引导困难职工子女申请助学贷款，充

分整合各部门助学资源，让城市困难
职工子女享受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
生教育的助学政策。

完善医疗帮扶制度。儋州市卫
健委、市民政局等部门将落实基本医
疗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制度，对参加
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城市困
难职工，加大医疗救助、大病互助、临
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对确
无能力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
险的城市困难职工，可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医保待遇参照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执
行。提高重大疾病救治水平，逐步提
高因病致困城市职工医疗救助比例。

推进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儋州市住建局、市民政局等部门
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职工纳
入住房保障范围，通过配租公共租赁
住房、发放城镇家庭住房租赁补贴等
方式提供住房保障。

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儋州将建
立三级管理网络，做到城市困难职工
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符合低保条
件的城市困难职工及时纳入低保，应
保尽保。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
害、重大疾病或由于其他特殊原因导
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城市职工，给
予应急性、过渡性救助。

针对致困原因和脱困需求，分类

实施帮扶。儋州市人社局等部门将
向有劳动能力的困难下岗职工，提供
就业援助和技能培训等服务。对化
解产能过剩企业中的分流职工，根据
职工就业需求制订再就业帮扶计
划。对依法与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的失业人员，及时办理失业登
记，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对下岗
职工和失业人员，免费提供就业指导
等服务。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职工，
在参加技能培训期间可给予一定的
生活费补助。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
员中的大龄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
人员，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业
的，可按规定优先安排公益性岗位。

儋州制定超常规帮扶措施为困难职工“送温暖”

个困难职工家庭今年底前脱困

琼海阳江坡仔玉米鸭合作社：

养好致富鸭 助农奔富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李丽莎

5月7日，在位于琼海市阳江镇的阳江坡仔玉
米鸭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一群群毛发光亮、
体型肥壮的玉米鸭追逐嬉戏。该镇龙山村村民何
翠月正在认真地给鸭子注射疫苗。

“在合作社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给鸭子注射疫
苗，一个月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何翠月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2013年她开始养鸭子，但由于没有
掌握养殖技术，效益一度不太好。

2018年，阳江坡仔玉米鸭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立，通过科学的养殖模式和规范的管理制度，
带动周边贫困户养殖玉米鸭。一些贫困户用政
府发放的产业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并在合作社
务工。

何翠月说，一开始农户们并不知道怎样科学
养殖，龙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贻义就
鼓励村民们去参加培训，学习养殖技术，后来养
鸭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们增收了。如今，在村

“两委”的帮助下，何翠月成了合作社的一名
工人。“工资+养殖”的双重保障，让她家的日子
越过越好。

“春节前，我们出栏了一批鸭子，所以新冠肺
炎疫情的出现，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龙山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吴适介绍，阳江坡仔玉米鸭农
民专业合作社总投资300万元，养鸭原料以本地
玉米为主，年出栏鸭约80万只，年纯利润约300
万元。2018年至今，该合作社共吸收阳江镇19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共119.87万
元，已分红共7.737万元。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我们将发挥‘扎
根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椰树精神，全力
巩固脱贫成效。”郭贻义说，接下来，村“两委”将
继续发动脱贫户养殖玉米鸭，增加他们的收入。
为扩大合作社的养殖规模，今年该村计划新建3
个鸭棚，预计可增养鸭子 1万只，新增就业岗
位5个。 （本报嘉积5月7日电）

5月6日，在海口湾畅通工程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利用傍
晚气温降低的时段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近日，我省多地受西南
干热气流影响出现高温天
气。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许多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或
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施工。火
热的施工场景在项目建设一
线上演。

⬅5月7日，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焊接箱梁面
板的工人在补充水分预防中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5月7日，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岸北片安置
区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户外进行钢筋作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战高温 抢工期

查获3艘
涉嫌非法捕捞渔船
缴获渔获物25余吨

本报嘉积5月7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鑫 张洋馨）5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海警
局了解到，该局近日在辖区海域查获3艘在禁渔
区线内涉嫌非法捕捞的作业渔船，当场抓获犯罪
嫌疑人38人，缴获渔获物25余吨，有力打击了破
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自5月1日伏季休渔以来，琼海海警
局认真落实伏季休渔制度，加强伏季休渔管理，严
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
法犯罪活动。近日，该局联合涉海部门开展多次
同步执法巡航检查行动，广泛宣传各项渔业法律
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同时，该局通过利
用海南省社管平台等方式，持续加强对辖区海域
的常态化管控，全面排查违法犯罪线索，确保海上
治安环境良好。

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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