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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孙秀英 徐文帅 吴晓
晨）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
厅获悉，由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开
展的“大气复合污染综合来源解析
（一期）”工作日前已顺利完成并通过
专家组验收。这是我省首次系统性
开展全省范围的大气源解析攻关研
究，该工作也将为我国低浓度水平下
开展PM2.5和臭氧来源解析提供较好
的应用示范参考。

据悉，该课题通过实施海口、三亚

等重点城市和五指山背景站的PM2.5

组分及VOCs多物种在线实时观测，
以及其余15个市县的PM2.5组分手工
采样分析，首次实现了全岛18个市县
PM2.5组分全覆盖观测。

阶段研究结果表明，机动车尾气
排放是我省PM2.5第一大来源，占比
30%左右，二次硫酸盐、扬尘、生物质
燃烧、海盐、工业企业排放也是我省
PM2.5的主要来源。外来污染传输对
我省PM2.5影响占比达41.6%，秋冬季
部分月份甚至超过50%。

尽管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
良，但近年来各市县频繁出现的持续
臭氧污染过程已成为困扰全省大气环
境质量改善的关键问题，同时PM2.5在
低浓度水平下进一步削减的难度逐步
加大，改善我省环境空气质量迫切需
要更精细化的科学防控措施。

大气污染来源解析是多环节、多
学科、长流程的一项大工程，尤其是我
省各项大气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准
确测量难度较大，在观测点位代表性、
样品采集、实验分析、高精度仪器校
准、来源分析每一个技术环节均需要
精准把控。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以下
简称省环科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8年6月以来，省环科院启动大气
复合污染综合来源解析研究工作，专
门组织环境科学、气象学、化学工程、
计算机等不同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组
成专项研究团队，负责实施污染来源
解析工作。

据介绍，该课题完成了全省大气
污染来源解析、多污染物观测数据综
合分析应用平台研发、区域外来污染
传输影响分析等，研究成果将为我省
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防控提供有力
支撑。

研究成果如何助力大气污染精细
化防治？省环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实

施大气复合污染综合来源解析二期项
目，将开展臭氧和PM2.5协同研究，特
别加强对臭氧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
（VOCs）的观测分析，为PM2.5和臭氧
污染协同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下一步，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还将
进一步争取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和
专项资金支持，逐步健全我省PM2.5
组分及臭氧前体物综合观测体系，常
态化开展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和
大气复合污染来源解析工作，深入开
展PM2.5和臭氧污染协同控制研究、大
气污染物和CO2协同减排研究等工
作，为我省环境空气质量长期持续改
善提供科技支撑。

我省完成大气复合污染综合来源解析
首次实现全岛18个市县PM2.5组分全覆盖观测

■ 本报记者 贾磊 特约记者 邓积钊

“来来来，正宗的屯昌黑猪肉来
了，原汁原味！”8月12日，屯昌县屯城
镇丽雅饭店里坐满了食客，随着新鲜
的黑猪肉和汤粉下锅，顿时店内飘香。

食客慕名而来，为的是正宗的屯
昌味道，这个味道来源于纯正的屯昌
黑猪肉。

如今，屯昌黑猪养殖产业正借着
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谋篇布局，在全
产业发展中融入“生态循环农牧，共享
健康食品”理念，采用生态循环养殖模
式延伸产业链，带领当地农户脱贫增

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平衡发展，“屯昌黑猪”的香味也愈
发浓郁。

综合考虑养猪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该县黑猪产业发展龙
头企业——屯昌天之虹生态农牧有限
公司选择从洁净猪舍开始发展产业。

“传统猪棚脏乱臭，如今采用生

态循环零排放的养殖模式，还能利用
起生态有机肥，既解决了猪舍环境问
题，也解决了养殖污染问题，并构建
起‘生猪养殖-粪污生产有机肥、沼
液生产有机液态肥-构树种植加工
生物饲料-生猪生态养殖’的生态农
业循环。”天之虹生态农牧有限公司
负责人邓磊表示，通过这一模式，实

现了养殖粪污零排放和资源化利用，
形成了生态良性循环、低碳环保、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高效农业产业链。

产业改革不仅体现在变废为宝，
还在于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使
屯昌黑猪产业走向高端，推动该县农
产品加工行业发展。屯昌县县长梁誉
腾介绍，近年来，该县着力恢复高效环

保型生猪养殖产能，调整优化养殖结
构，建设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生猪
养殖示范场。

今年以来，屯昌落地一批黑猪产
业项目，包括罗牛山屯昌现代循环农
业示范基地项目；屯昌天之虹南坤种
猪场项目；屯昌黑猪屠宰和食品加工
项目等。 （本报屯城8月13日电）

采用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

屯昌黑猪成致富“香猪”

■ 本报记者 袁宇

在万宁市南桥镇桥北村，从村口
开始，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沿出
村道路一直延伸到223国道。入夜
后，俯瞰这条全长1.7公里的出村道
路，宛如一条明亮的长龙。

“有了这路灯，以后晚上下班回
来就不怕了。”8月12日，桥北村村民
董声康指着村口新安装的太阳能路
灯高兴地说。董声康在兴隆务工，由
于时常值夜班，要走夜路回家。而有
路灯后，他的回家之路更加安全。

“这些路灯，圆了全村村民的一个
心愿！”桥北村党支部书记董兴民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路灯自7月20日开始
建设，8月10日建成投用。路灯亮起
的当晚，桥北村村民格外高兴。董兴
民说，好些年前村民就希望能在这条
路上安装路灯，“直到去年在省应急管
理厅的支持下，才启动了这个工程。”

桥北村是位于大山中的一个黎
族村落。这条出村道路连通223国
道，不仅道路蜿蜒，更经过桥梁、水
库，道路两侧林深草密，夜间出行若
没有路灯，十分不便。

“这段路上下坡多，转弯多，视线
不好，以前老出车祸。”说起未装路灯
时的情景，董声康深有感触，“现在有
路灯之后，进出安全得多，家人夜间
出行，心里也放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桥北村新
安装的这些路灯属于太阳能感应路
灯，除依靠太阳能蓄电外，还根据光
照自动控制，天黑时路灯自动亮起，
天明后路灯自动熄灭，不仅实用而且
环保节能。

“这条路关系到3000多名周边群
众的出行，在经过周密论证后，我们马

上启动了路灯工程。”省应急管理厅派
驻桥北村第一书记李承煜说，2003
年，他的一名战友就因为道路问题出
了意外，“所以我到桥北村驻村后就一
直想帮群众解决出行安全问题。”

2019年，作为桥北村定点帮扶
单位的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村民的
需求后，马上行动，多次组织专家调
研、考察，并挤出15.225万元帮扶解
困。“路灯间隔50米设置一盏，在桥
梁及路口设置2盏路灯，保障村民
夜间出行。由于疫情原因，工程推
迟到今年7月才开工，现在已经顺

利投用。”李承煜说。
桥北村村民陈圣广是一名胶农，

常在凌晨摸黑出村上山割胶，过去有
过多次摔跤的经历。他说，现在装上
路灯后，再去割胶时会安全很多，“这
几年村里发展得快，先是整村摘了穷
帽子，现在路灯又照亮了生产路。”

李承煜说，在桥北村出村路上安
装路灯，不仅仅是为了方便群众生产
生活，打造好致富安全路，“也想通过
亮灯给大家加油鼓劲，以后的日子肯
定越过越亮堂。”

（本报万城8月13日电）

万宁桥北村出村道路“亮起来”

35盏路灯暖了3000多名群众

践行“两山”理论 生态文明作表率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通讯员 邢璐

充满现代感的异形结构、交错
叠加的流畅线条、建筑造型宛如白
色云朵，更像是耳朵，静静聆听着大
海的声音——近日，由设计师马岩
松带领的MAD建筑事务所发布了
海口“云洞图书馆”设计效果图。独
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立马
刷屏了海口人的微信“朋友圈”。

“云洞图书馆”坐落在什么位
置？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这
样的异性建筑是如何施工的？何时
可以投入使用？8月13日，海南日报
记者就对市民关心的问题，采访了
MAD建筑事务所副合伙人傅昌瑞
和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

打造滨海时尚新地标

地处海口湾畔的世纪公园，面朝
大海，“云洞图书馆”的基地面积为
439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380平方
米，由白色混凝土浇筑成形，内外合
一，形成多个半室外空间和平台，是
一个复合图书馆和滨海步道驿站功
能的公共空间。

傅昌瑞介绍，建筑的灵感是来源
于虫洞，“我们打造的不仅是一个虫
洞的外形，也是一个类似于虫洞的空
间，让人在这个空间里有穿越时空和
超越现实的感觉。”

傅昌瑞还特别提到了该图书馆
外墙上大大小小的“窗洞”。“大大小
小的窗洞是有机的呼吸口，也将自然

光线引入空间的深处。”在傅昌瑞看
来，由此形成的空间体验就是“云洞
图书馆”的最大特色。

同时，“云洞图书馆”的设计也充
分考虑了海口的自然气候条件。“图
书馆外围的回廊灰空间给海口炎热
的环境提供了遮阳和通风，让过往行
人可以驻足，观海休憩。为适应当地
炎热的气候条件，朝阳面的屋檐采用
了悬挑设计，通过物理遮阳降低热辐
射。”傅昌瑞介绍。

在功能分区上，“云洞图书馆”内
部由两部分组成。其中阅读空间
690平方米，可存放万本图书，包含
咖啡厅、阅读区和屋顶露台；作为公
共休息区的驿站约300平方米，包含
自然采光通风的公共卫生间和淋浴
间、饮水区和自行车停靠区。

“这是一个复合图书馆和滨海步
道驿站功能的公共空间。人们可在
其中休憩、阅读、放空、看海，周边还
可以举行中型的户外演出和音乐
会。”傅昌瑞期待，连接了城市与海
岸、现实和想象的“云洞图书馆”，能
给海口带来一个充满活力且高品质
的的海边公共空间。

施工进度已完成30%

8月13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云洞图书馆”施工现场看到，目前该
项目已进入地面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因为是异形建筑，现场操作空间
受限，对施工精细度要求很高。

“‘云洞图书馆’项目施工难度较
大，主要体现在模板安装、钢筋捆扎、

混凝土浇筑这三大块。”项目施工单
位、北京益汇达清水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海口项目负责人沈恩介绍，因为整
个建筑是异形双曲面结构，没有一面
墙的造型是相同的，所以对模板的造
型要求非常高，制作、安装非常复
杂。同时，所有的钢筋在捆扎的过程
中，也要根据模板的形状，不断调整
形状和走向。

“为了达到最好的混凝土浇筑
效果，我们通过制作样品，反复调整
优化细节，满足高标设计要求。”项
目代建单位海旅集团项目负责人郑
洋介绍，目前，项目坚持超常规推
进，确保今年年底完工，明年投入使
用，为海口新添一处高品质市民公
共空间。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海口湾“云洞图书馆”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椰城将新添一处高品质市民公共空间

中信银行海口分行举办
党性修养培训班

本报嘉积8月13日电（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林先天）8月13日，2020年中信银行海口分行党
性修养培训班在琼海开班。中信银行海口分行
70多名党务干部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共为期2天，采取室内培训与
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有专题教学“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解读”，还有在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周士第将军纪念馆等地
的现场教学，还有红色主题电影《大火种》的观看。

本次培训班由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该公司制定了培训计划并全程保障，协
助培训活动顺利开展。

“趣游海南游你做主”抖音话题
总播放量达3.8亿次

为网友“种草”
掀旅游热潮

本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韦彦汐 通讯员李
艺娜）日前，不少网友发现，抖音平台上有关海南
旅游的短视频越来越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文
厅获悉，由该厅发起的“#趣游海南游你做主”抖
音全国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截至目前，
活动话题总播放量达3.8亿次，共收到来自全国
的近2万条参赛视频，众多抖音达人加入话题为
海南发声，在抖音平台上掀起一场海南旅游热潮。

据了解，“#趣游海南游你做主”抖音全国挑
战赛于7月28日正式上线。本次挑战赛吸引到

“牛肉夫妻出逃记”“王世不恭”等多位全国百万
级抖音达人关注。他们从海南旅游、文化、美食等
多角度进行内容创作，发布多条优质原创视频，把
海南独特的旅游资源、非遗文化通过屏幕展现在
全国亿万网友面前，有力放大了活动传播效果。
其中，“房琪kiki”在海南槟榔谷景区拍摄的视频
引发全国网友的热切关注，目前视频获赞56.1
万，评论超1.7万条，“牛肉夫妻出逃记”拍摄的海
南美食特辑视频获赞26.8万，评论近万条。

与此同时，不少海南本土达人也自发加入话
题，为海南自贸港旅游资源宣传贡献一己之力。

“篱笆”“果伴”“海角七号”等海南本土达人大V
积极发声，为广大网友“种草”海南。

据悉，“#趣游海南游你做主”抖音全国挑战
赛将持续至9月10日，广大网友可积极参与话
题，拍摄或上传相关视频内容并@海南旅文，即有
机会赢得华为手机等奖品。

走向我们的

海南实现中小学生
防溺水教育全覆盖
120万人次参加防溺水专题课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海南日报记者8月13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自今年4月开展防范学生溺水专项行动以来，
我省各中小学已开展家访活动98万余人次，向家
长发送预防溺水提醒信息380万条，组织在校学
生约120万人次参加防溺水专题课，成立了防溺
水相互提醒小组、安全监督小组15.8万个，实现
了中小学生防溺水教育全覆盖。

当前，我省已经在完成上一堂防溺水专题课、
开一次防溺水专题家长会、建一个学生相互提醒机
制、努力开设游泳课教会学生游泳技能等全国规定
动作基础上，建立了多元防溺水宣传教育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为从源头遏制溺水事件，提高
学生的生存技能和自救能力，海南继续全面推进
学游泳教育工作。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已建成
校内游泳池259个，验收合格213个，陆续投入使
用的游泳池达80个。实施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工
作以来，全省通过校内校外游泳池共培训39.1万
名中小学生，其中31.8万名中小学生学会游泳。

提高海南“能见度”助力自贸港建设

海南旅文资源频频亮相
中国海外“云”平台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韦
彦汐 通讯员李艺娜）“零关税、低税率”“多国免
签、进出便利”“免税购物”……《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近段时间，在各类中国海
外“云”平台和国际传播媒介上，带着众多标签的
海南岛迅速成为热点。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省旅文厅了解到的。

据介绍，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中国驻法兰克福
旅游办事处、中国驻新加坡旅游办事处等推出了“阳
光海南，度假天堂”主题宣传，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等也多渠
道宣传海南丰富的热带海岛旅游资源。据统计，6
月中旬至今，已有多家中国驻外使馆文化处、28家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18家中国驻外旅游办事处推送
海南报道193篇，覆盖了港澳台、俄语区、东南亚、日
韩、欧美澳新等海南旅游主要境外客源市场。

据悉，省旅文厅6月上旬开始通过文旅部“云
游中国”平台、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外各大旅
游办事处的传播平台及国内重点媒体，面向国际市
场密集推广海南旅游和文化资源。下一步，省旅文
厅会更密切地与文旅部合作，通过文旅部各大平台
开展“云·游海南”等系列活动，同时，依托海南多语
种旅游官网等传播媒介，以及在境外设立的海南旅
游产品展示及咨询中心、旅游联络处等渠道，加大
海南旅游和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推广力度，加快恢复
海南入境旅游市场及对外旅文交流活动，在国际旅
游市场打造海南旅文新品牌、新形象，助力海南自
贸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云洞图书馆”效果图。（MAD建筑事务所供图）

扫二维码，看“云洞图书馆”相关
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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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下午，位于海口湾畔世纪公园的“云洞图书馆”项目正加紧施工。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