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海南长臂猿大调查·寻猿记

■■■■■ ■■■■■ ■■■■■

勇毅笃行迈新步
◀上接A01版
总投资10亿元—30亿元的项目13个，
投资共 186 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34%；总投资1亿元—10亿元的项目53
个，投资共205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37%；总投资1亿元以下的项目93个，投
资共26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5%。

从项目类型上看，涵盖了产业发展、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服
务等领域。其中：产业发展项目37个，
投资共 282 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51%；“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项目49
个，投资共127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23%；民生公共服务项目76个，投资共
143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的26%。

“两个月前，9月13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项目
151个，已创集中开工项目数量新高；这
次第四批集中开工项目共162个，总投
资551.8亿元，不仅在项目个数上再破纪
录，而且在投资总额上也创新高，为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增添了新
的亮色。”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项目个数和投资总额创新高，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借由此次集中开工活动开新局
的其中一“新”。“与此同时，在本次集中开工
项目中，产业项目投资额占比达51.1%，项
目质量明显提升；此外，中部地区形势喜
人，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集中开工项
目17个，总投资额57.7亿元，占全省总投
资额10.5%。”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项目，之于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核
“新”载体。齐开工、开新局，海南将以项
目建设推动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贯

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
应对“三个大考”、答好“三张答卷”，实现

“十四五”顺利开局，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海南自贸港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稳步推进建设中的海南自贸港，现
今处于怎样的温度？13日9时许，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
活动主会场现场，户外温度23℃，体感
温度几近30℃。

这温度，让平日里谈吐轻声细语的
长江润发集团总裁、长江润发健康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郁霞秋在上台发言
时，也禁不住情绪高涨：“作为海南本土
企业，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近年
来快速发展，产值从2016年的12亿元，
增长到现在的31亿元，税收从1.5亿元
增长到3亿元，实现翻番，位列中国医药
工业百强企业、海南省百强企业。今天，
海口长江润发海灵药业研发生产基地项
目和全省上百个项目一起开工建设，海
灵药业和海南自贸港一同迈出新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其核心要义体现在三个

“新”上，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
从海南自贸港第四批集中开工项目

中，不难看出海南自贸港建设坚持贯彻
新发展理念的决心和行动——

锚定“创新”，长江润发的高端仿制
药及新药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将以“争当
抗感染药物领域全国前三甲”为目标，力
争铸就医药产业新高地；

发力“协调”，琼海市官塘民俗风情
街项目将旅游产业与农业、文化、生态、
扶贫等工作深度融合，探索一条保护绿
水青山与可持续发展“双赢”的乡村旅游
发展新路子；

聚焦“绿色”，海口美安科技新城新
能源车研发生产高新技术项目、乐东黎
族自治县尖峰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工程项目等，将让海南天更蓝、水更清；

推进“开放”，海南未来产业园项目
致力于打造适合全球高科技企业及现代
服务业的第二总部基地，全球领先的新
型社交媒体产业集聚区、人工智能与虚
拟现实融合发展的创新培育区；

实现“共享”，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中心项目将建成与海南自贸港文化建
设定位相适应的，服务本岛居民和中外
游客的文化培训基地、非遗展示传习场
所和旅游新地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于高质量旅游文化消费的需求。

在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道路上，
海南迎来越来越多同行伙伴：今年前三

季度海南新增市场主体20.1万户，同比
增长22.91%。其中新增企业9.87万户，
同比增长106.66%，增速居全国第一。

截至9月底，全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共
有企业 16.7 万户，占企业实有数量的
42.39%。互联网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
医药产业增速较快，分别增长367.2%、
366.43%、221.43%。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共新增企
业9.6万户，同比增长123.19%，各类要素
向三大主导产业集聚的态势更加明显。

“投资热度”比天气温度更高，携手
共进比单枪匹马更快。这些同样坚持新
发展理念的企业、同样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项目，将有力助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海南自贸港。

构建新发展格局
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11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
目（第四批）集中开工活动举行的同时，
另一项工作也同步启动。

同一天，海南自由贸易港6个人才
服务“单一窗口”启动运行。这6个人才
服务“单一窗口”运行后，人才办理各项事
项业务，不仅可以就近即办，业务实现“一
窗受理”，还可“全程代办”，全程为人才提
供最简化、最便捷、最高效的服务保障。

好消息从场外传到场内，郁霞秋的

声调又忍不住提高了几度：“企业发展、
项目建设、新药研发等，都离不开人才。
海南自贸港越来越好的人才服务、越来
越优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对参与自贸港
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信心越来越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此，海南着力
先从争创一流营商环境入手，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夯实基础——

时隔4个月，再次作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主会场的海口国
家高新区，和彼时相比，又有了些不同。

建立“企业秘书”制度，为企业提供
365天×24小时的全生命周期全流程服
务；建立“极简审批+承诺备案制+事中
事后监管机制”等，将开工前审批速度提
升到90%以上，实现新项目最快1个月
开工、最慢3个月开工，平均建设投产时
间缩短为18个月；积极构建与自贸港相
适应的园区“五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加大对住房、教育、医疗、商业、标准
厂房等方面的配套……

经过专业第三方评估，海口国家高
新区营商环境排名从今年初的全市倒数
第四名，进步到全市第四名。“营商环境
的改善优化，让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也踏得更加稳健。”海口国家高新区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刘立武说，《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

体方案》）公布以来，园区在谈的重点产
业项目 340余个，新增市场主体 1327
家；在此基础上，园区严把项目门槛，实
现签约产业项目39个，合同对赌投资总
额68亿元，对赌平均达到每亩投资620
万、产值1029万元、税收77.75万元；今
年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2.6亿
元，同比增长37.4%。

一园格局渐成型，整体格局现雏形：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新设外资企业540
家，同比增长130%，实际利用外资5.28
亿美元，同比增长93.1%。《总体方案》公
布以来，全省外资企业主体保持快速增
长，6月至9月共新设外资企业388家，占
前三季度新设外资企业总数的72%。外
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领域基本覆
盖了18个行业，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合计新设外资企业364家，占全
省新设外资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

两年来，海南累计集中开工项目
1331个，总投资6077亿元……“努力实现
海南自贸港高质量高标准高速度发展，让
全世界感受到海南只争朝夕建设自贸港
的干劲”，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第四批）集中开工活动主会场门口的“对
联”，也是海南自贸港对所有人的承诺。

勇毅笃行迈新步，蹄疾步稳开新
局。海南将把项目放在心里、抓在手上，
下大力气破除阻碍项目建设的体制机制
障碍，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争取项目早
日竣工、早日投产、早日产生效益，扛起海
南自贸港建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
大使命担当。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

●国睿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5388002，声明作废。
●刘爱玲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车位款收据壹张，收据编号：
0012548，金额：57894元，特此声
明作废。
●澄迈金江容金大米店原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刘地春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滨海北路18号海东方12号楼1
单元2505号房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琼（2018）东方市不动产权
第0014981号，声明作废。
● 高 峰 辉 ( 身 份 证 号 ：
222405198407030416)遗失机电
工程专业二级建造师执业注册证
书 一 本 ，注 册 编 号 ：琼
246121303531，特此声明。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遗失
原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工会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73583188-4，声
明作废。
●程国祥（于2020年9月27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41122197009230211，特 此 声
明。
●李英周遗失琼D52881（黄色）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琼
交运管昌江字469026002759号，
声明作废。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
特此声明作废。
●郑海霞遗失《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现场编号：J383，特此声明。
●吴华不慎遗失海南容大博纳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花茶履约
保证金据收据,编码:17009972，
金额:15000元,声明作废。
●陈如礼遗失座落于龙桥镇龙洪
昌兴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
山国用（龙桥）字第001号，声明作
废。
●白沙牙叉新顺康汽车配件店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公告
屯昌县旅游公司目前在进行企业
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动关
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在本
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债权债
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回
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办理的
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人：李国
任，电话：13647576888，特此公
告。 屯昌县旅游公司

2020年11月13日

追偿公告
王顺芬、王平：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于
2017年 12月 1月作出的（2017）
琼0106民初9417号民事判决书，
我已向贵方的债权人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承担担保责
任，向其支付人民币7090887.67
元（不含利息、罚息、复息等），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我现向贵方提出追
偿请求，请贵方立即向我清偿上述
债务。

王友胜
2020年10月26日

公告
凡在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

5月22日期间，与我公司签订有关

“共和花园”项目装修工程合同并

已履行合同进行装修工程施工的

企业，请在本告示登报之日起7天

内持相关合同、协议到“共和花园”

项目售楼处办理登记、核实。过期

将视为该相关企业自动放弃所有

权益，由此而引起的争议、经济纠

纷、法律责任，由该企业全部自行

承担；我公司一经核实相关合同、

协议的真实、合法、有效后，将组织

监理公司、设计院与相关当事人对

已完成的施工量、质量核实、验收，

进行工程签证。联系人：姚女士

18789396649。

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海南骏企壹号商业服务中心（有限

合伙）将以下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

权转让给骏企商务服务（浙江）有

限公司：对借款人海口众赢实业有

限公司及其担保人北京厚石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邵为军、闻志永、梁

照阳、陈峰、柯慧娟等7名债务人

所享有的主债权【贷款合同编号：

海口社 2015 年流借（诚）字第 4

号】，该笔债权本金50000000元，

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计算的其

他费用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十月田场林木销售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现公

开销售450亩木麻黄、桉树。位

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海钢十月田

胶场。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有木材采

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项目。联系

人：麦先生13976711153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注销公告
儋州立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9003000022152）拟向儋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金都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陵水鸿伟环卫保洁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拟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中道新职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
码91410000MA9F6YWF9M）经
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
民币10000万元减至5000万元，
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五指山琦琳健康养生有限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50万
元人民币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公 告
海南昌茂丽湾小墅幼儿园有限公
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林巧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0〕第278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0〕第483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13日

公 告
海口美兰玉馨老爸茶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豪、杨寿阳、吴
清岛、潘孝锋、吴岳海、莫志航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363-368号），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66783032），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1年1月4日下午15时整
在本委仲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14日

公告
儋州晋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文武、廖小红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儋劳人仲案字
〔2020〕第67号、68号），现已作出
裁决。因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内来本委（海南省儋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院402室，
联系电话：0898-23313090）领取
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 11月 13日

声明
本 人 文 成 萍（ 身 份 证 号
513521197910156068）于 2017
年3月7日向海南昌导的士集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212763146）交纳驾驶
员履约承包金5万元。因海南昌
导的士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取驾驶
员履约保证金时未核实交款人身
份证信息，造成了本人驾驶员履约
保证金收据上的姓名错误地写成
龙成平。本人郑重声明上述情况
属实，如有欺诈行为，后果自负。
特此声明。声明人：文成萍 2020
年11月14日

声明
本 人 方 亮 （ 身 份 证 号
460023197203121518）于 2017
年3月30日向海南昌导的士集团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212763146）交纳驾驶
员履约承包金5万元。因海南昌
导的士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取驾驶
员履约保证金时未核实交款人身
份证信息，造成了本人驾驶员履约
保证金收据上的姓名错误地写成
潘亮。本人郑重声明上述情况属
实，如有欺诈行为，后果自负。特
此声明。声明人：方亮 2020年11
月14日

声明
本 人 云 金 芳（ 身 份 证 号
460022196211084824）于 2017
年3月10日向海南昌导的士集团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212763146）交纳驾驶
员履约承包金5万元。因海南昌
导的士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取驾驶
员履约保证金时未核实交款人身
份证信息，造成了本人驾驶员履约
保证金收据上的姓名错误地写成
云金方。本人郑重声明上述情况
属实，如有欺诈行为，后果自负。
特此声明。声明人：云金芳 2020
年11月14日

声明
本 人 陈 艳 华（ 身 份 证 号
411023197208136526）于 2017
年5月2日向海南昌导的士集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212763146）交纳驾驶
员履约承包金5万元。因海南昌
导的士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取驾驶
员履约保证金时未核实交款人身
份证信息，造成了本人驾驶员履约
保证金收据上的姓名错误地写成
陈艳花。本人郑重声明上述情况
属实，如有欺诈行为，后果自负。
特此声明。声明人：陈艳华 2020
年11月14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法院公告

公告送达

注销公告
三 亚 安 宁 医 院（登 记 证 号 ：
52460200428740296X），住所：三
亚市吉阳区榆红村，法定代表人：周
怡，业务主管单位：三亚市卫健委。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
公告。2020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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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旺铺销售
南海大道幸福城对面，东望保税

区、海垦夜市，西邻福德汽车城，背

靠农垦第三小学的绿谷康都9号楼

临街7间商铺正式发售，商铺总面

积为1676.37m2。该商铺地段位置

较为优越，停车位充足，数量有限，

价格优惠、有意者请联系。联系

人:孙先生，电话：18976300510；

陈先生，电话：13907598778。

旺铺出售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供 求

声 明

●昌江石碌惠民路学生托管所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61958427，声明作

废。

●昌江海盛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昌 渔 11777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3509000191176，特此声明。

●昌江海盛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昌 渔 11999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3509000191177，特此声明。

●周杰艳遗失湖南科技大学毕业

证 ， 编 号 为

105341201805003814，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弘锦辉达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法人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风尚园林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法人章一枚，声明

作废。

●海南喻工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法人章一枚，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不慎遗失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陵水

黎族自治县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20346003400100000048132，核

准号：Z6410000344801，声明作

废。

●陵水响水广告制作中心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海南翔荣贸易有限公司因公章、

法人章破损需更换，特此声明。

●定安县定城镇龙州村民委员会

上屯村第一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6410017296901，

声明作废。

●程范妃不慎遗失保险销售从业

人 员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

02000746000080002018002154

，现声明作废。

●董美芳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68栋

1226号房，2020年11月13日，金

额 49492 元 ， 收 据 号 ：

HHD0005037，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457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戴建文与
张捷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依法冻
结了被执行人张捷(公民身份号
码:460100197106221817) 持 有
海南安迪普斯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5624022555) 的 10%
股权。现本院拟对上述股权进行
评估拍卖。如对上述股权权属有
异议者，请在本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
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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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张苏民 美编：张昕 检校：叶健升 邝才热A08 综合

4时刚过，从红色帐篷中传出一阵闹
铃声，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东崩岭调查
小组组长刘辉勤很快从帐篷里钻出来，抓
紧时间为组员准备早餐。

凌晨的东崩岭异常安静，只有风吹
叶子的沙沙声，气温低至15℃，可刘辉勤
还是只穿了条短裤做饭。“习惯了，这样
快一点。”他笑笑。

东崩岭调查小组负责海南长臂猿E
群活动区域的监测，组内共有10人，组员中
有高校教师、动物生态学专业研究生和植

物学本科生、记者等，安全保障压力大。“所
有工作都要提前安排、考虑。”刘辉勤说。

刘辉勤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的8
名专职监测队员之一。他对记者说：“监
听猿鸣的任务，要在 5 时半左右到达监
听点，而从宿营地到监听点最快要走 1
个小时才能到达，不敢耽误。”

宿营地海拔在300米左右，而第一监听
点地势较高，有807米。监测队伍要在1小
时内攀爬500米，且都是在灌木丛中跋涉。

吃过早饭后，大家立刻出发。
刘辉勤朝着队伍说：“能减重的尽量

减重……”在刘辉勤看来，这时候保存体
力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爬山会消耗大量
精力，还要在山上待最少7个小时，减少
负重会更利于追踪海南长臂猿。

此时，天空仍未揭开黑暗的面纱，四
周只有队员们头上的射灯发出来的光线。
穿越雨林的路并不好走。包括刘辉勤在内
的4名来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霸王岭分局的工作队员，两人在前，一人在
后，一人在中间，负责保障大家安全。

虽说刘辉勤不断提醒队员要眼观六
路，但记者还是会被雨林中的树枝绊得
偶尔踉跄一下。

刘辉勤健步如飞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队员们紧随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着。

因前段时间持续降雨，一路上，不少
地面十分泥泞，陡坡湿滑，一些石头布满
了青苔。前进的路有些艰难，队员们头
上豆大的汗珠直流。渐渐地，脚下的路
更加急剧陡峭，有些地方倾斜角度接近
80度，需要手脚并用以及借助身旁结实
的树木，才能前进一步。

走一段停一段，本该一小时左右可
达第一个监听点的，结果大家还是慢了
一段时间。在一处青梅林中，大家忽然
听到了几声雄猿的叫声，本来正在休息
的队员立刻掏出各自的工具迅速进入工
作状态——“6点50分，记录第一次鸣叫；
6点56分，第一次合唱……”刘辉勤和来
自海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陈玉凯、本科生
叶储民开始在记录表上快速地记录着。

鸣叫的时间持续不长。

“听声音就在那边，我们继续往上
爬。”刘辉勤示意队员继续往上。

此时，天色已明显变亮。大家等了
近一个小时，猿鸣一直没有再出现。

刘辉勤决定带大家到可以更好地观
测到长臂猿的一处山顶平台，可容纳3人
站立，视野极佳。

就在大家各自忙碌时，正在拍摄照
片的海南日报记者忽然在山下的一棵大
树的枝上发现一只一闪而过的海南长臂
猿身影，忍不住惊呼：“在下边。”

看清指示位置之后，刘辉勤立刻冲
了出去：“你们别跟来，我速度太快，你们
跟不上，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队员们等了一个多小时，已是午
后。刘辉勤通过对讲机告知大家：还是
没能看见长臂猿，只能原路返回驻点。

“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种群，很难追
踪。我们来了好几次也没确定它们的必
经之路，只能看看明天是否能见到。”刘
辉勤充满期望地说。

（本报霸王岭 11月 13 日电 记者
谢凯 王迎春）

爬山越岭一路追寻，它却一闪而过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阴转多云
地点：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和青松乡交叉的东崩岭区域

扫码听斧头岭海
南长臂猿家族群
“鸣唱”，看更多海
南长臂猿大调查
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