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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宝橡林产集团中标
中国民航大学木结构项目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 梁丰源）
近日，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
中国民航大学木结构项目，中标项目金额（含税）
为213.66万元。

该项目由中建三局北京公司招标，项目位于
天津市宁河区-中国民航大学（新校区）。海垦宝
橡林产集团经过招标方层层审核，各项监测指标
均符合本次采购项目要求顺利中标。

据了解，宝橡林产集团为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这是继该公
司于1月6日中标上海图书馆东馆室内装修工
程的实木地板项目后，今年再获佳绩。近年来，
该公司以科技创新驱动木材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建设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化的木材精深加
工生产线，实现产品由粗放的初加工向高科技
精深加工转变，提高木材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并不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助推木材产业
走出去。

临高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揭牌
本报临城1月12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刘彬宇）1月12日上午，临高县公安局森林分
局揭牌仪式在临高举行，这标志着该县森林公安
机关正式划转地方公安机关管理。

今年，全省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改革
实行，原由省森林公安局垂直管理的临高县森林
公安局，现由临高县公安局直接管理，并更名为

“临高县公安局森林分局”。
临高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临高县公

安局将行使对临高县森林公安局和多文、临高
角林区派出所所有职能的管理指挥权，并主动
对接相关单位，抓紧推进编制划转、干部转任、
人员转隶、资产移交等工作，确保各项政策落
地。同时继续聚焦主责主业，以服务保障自贸
港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林区社会面治安管控，
持续保持对涉林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切实保
护生态资源安全。

在海口，有一群人在零点之后依然在夜色中忙碌着——

寒夜追梦人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记
者邵长春 通讯员林娟 刘飞）海
南日报记者1月12日从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受连日
寒潮天气影响，自2021年元旦以
来，海南电网统调最高负荷连续
攀升，1月11日达到537.2万千
瓦，同比增长22.59%。

“居民用电猛增是此轮用
电负荷增长主要原因，每天用
电负荷最高值，均出现在当日
18时到 20时。”海南电网调度
员宋佳琳说，特别是自1月6日
以来，海南电网统调负荷持续
增长，日最大增长率达4%。统
计数据显示，1月1日至10日全
省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去年增
长13.19%。

尤其是1月8日至10日，全
省气温骤降，居民扎堆防寒取暖，
居民用电负荷飙升。“今年比较
冷，现在一到晚上，家里就打起电
磁炉火锅，不然菜炒好了很快就
凉。”海口市民王先生说，由于天
气太冷，最近他家里罕见地用上
了取暖器和浴霸。

此外，随着海南住宿和餐
饮业用电的复苏，旅游消费逐
步回暖，酒店、商场等第三产
业用电量增长明显，截至目
前，第三产业用电负荷同比增
长6.48%。

据海南电网公司电力调度
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海南各大发电厂煤、气储备
充足，核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储
备正常，省内机组发电能力可
满足省内用电需求，电力供需
平稳有序。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1月11日6时许，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霸王岭片区浓
雾弥漫。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海南
长臂猿监测队员谢增南和往常一样，
钻进东三沟的一片原始森林。雨后
山路湿滑，但他顾不上那么多，一心
只想跑得再快些。

“不能在路上耽误了，得准时到
达D群的监测点。”自2008年开始从
事海南长臂猿监测保护工作，谢增南
早已习惯每天有猿啼陪伴，可最近寒
潮来袭，猿群已集体“失声”多日，这
难免让他有些心慌，“今天山上只有
四摄氏度，比昨天还冷。”

几乎是一刻也不敢歇，谢增南总
算赶在天亮前抵达监测点，然而经过
漫长的等待，他还是没有听见猿啼。

“有些反常，去年的这个时候也
很冷，山上气温只有七八摄氏度，但
猿群早上起来也能叫个十几分钟。”
谢增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最近
一次监测到海南长臂猿D群的踪迹，
还是在2020年12月底，“那天只听
到猿群叫了一次，持续了几分钟。”

“失联”近半个月，这群小家伙过
得还好吗？

“放心吧，问题不大。”获悉这一
情况后，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海南长
臂猿保护研究项目海南长臂猿繁殖
生物学研究课题负责人周江给出了

一个令人宽心的答复。
“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霸王岭位

于琼岛中西部，寒潮入侵前会先遭遇
高耸的五指山脉的阻挡，给霸王岭带
来的冷空气相当有限。”周江介绍，霸
王岭地区有记载以来的最低温就在四
摄氏度左右，并未对猿群造成过伤害。

此外，海南长臂猿也具备一定
的温差适应能力。周江介绍，海南
长臂猿除了靠厚厚的皮毛御寒，还
自带较为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即
使一段时间内气温波动比较大，仍
能保持体温相对稳定，使机体不受
伤害，“哪怕是4个月前出生的那只
最小的海南长臂猿幼崽，现在各项
身体机能也已健全，不用过多担心

它的健康状况。”
既然寒潮对猿群影响不大，为何

小家伙们会没了踪迹？事实上，
2020年11月海南长臂猿大调查开
展期间，猿群就曾出现鸣叫异常的情
况，彼时恰逢台风天气，气温较平时
也低了不少。在海南国家公园研究
院博士马子驭看来，鸣叫异常或许是
猿群对特殊环境的应激反应，具体原
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们经过多
年的追踪监测发现，海南长臂猿常常
会在下雨或降温时跑到背风暖和的山
谷去避寒，那些地方更靠近深山，或许
正是因为这样，监测队员们才未能听
到猿啼。 （本报霸王岭1月12日电）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袁迎蕾 符晓虹）近期海
南持续低温，网友对于“海南可曾下过
雪”“海南近期是否会下雪”等疑问热
度不减，省气象局相关专家就此答疑。

疑问1：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可曾
下过雪？各市县最低气温极值如何？

海南省气候中心副主任吴慧：自
1951年以来，海南没有观测到下雪
天气现象，但当地面气温较低时有时
会出现结冰或结霜现象，全省先后共
有3个市县观测到6次出现结冰现
象（白沙1963年1月15日、16日、27
日、28日，琼中1974年1月2日，儋

州1955年1月11日）。
根据海南省国家气象观测站的

历史资料统计，海南岛各地年极端最
低气温在-1.4℃～6.2℃之间，呈中
间低四周高的分布，北部低于南部。
以白沙最低，为-1.4℃（1963年1月
15日），五指山和琼中次低为0.1℃
（1974 年 1 月 2 日），儋州出现过
0.4℃（1955年1月11日）；东南部的
万宁较高，为6.2℃（1963年1月15
日）；昌江、屯昌、文昌、三亚和陵水等
地 3.0℃ ～6.0℃ ；其 余 地 区 为
1.0℃～3.0℃。永兴岛年极端最低
气温达15.3℃。除昌江和文昌的年

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12月外，其余
地区均出现在1月。

疑问 2：本次强冷空气影响如
何，海南是否会下雪？

海南省气象台副台长张春花介
绍，受强冷空气影响，2021年1月7
日08时至12日08时，全岛18个市
县共有198个乡镇（区）最低温度低
于10℃，其中，五指山、琼中、屯昌、儋
州、白沙、澄迈、定安、临高、海口、昌
江、文昌、琼海和万宁13个市县共有
100个乡镇（区）最低温度低于7℃，
五指山、琼中、屯昌和儋州4个市县共
有8个乡镇（区）最低温度低于5℃，

最低为五指山市阿陀岭0.6℃。
海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勋

表示，从当前的天气温湿廓线来看，
海南是达不到降雪的标准的，要能
下雪首先要能出现降雨，且850hPa
的高空出现-4℃的温度等值线，相
当于雨雪分界线，即需要具备雨转
雪的大气条件；此外，地表温度要足
够低，固态降水也就是降雪下落到
地表过程中能保持相态。而此次强
降温过程，天气形势并不具备降雪
条件。五指山、琼中、白沙3个市县
的海拔较高的山顶地区有可能会出
现结霜现象。

答疑用电

我省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

设置海口、琼海、三亚
三个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为提高
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水平，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高速公路通
行服务，省交通运输厅近日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
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

通知强调，高速公路服务区是高速公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的重要窗口。
做好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工作，是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厕所革命”有关要求，提高高速公
路整体服务水平，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人民群众
提供良好通行服务的必然要求。各单位要以“功
能齐全、干净卫生、环境优美、管理规范、服务优
质、群众满意”为目标，全面加强我省高速公路服
务区管理。

按照通知，在现有高速公路管理体制下，我省
将设置海口、琼海、三亚三个工作站，从高速公路
管养机构中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服务区管理力
量，对服务区开展常态化管理。各服务区经营管
理单位要严格落实服务区管理的主体责任，加大
人员资金投入，创新管理模式，对照考核实施细
则，加强服务区的环境卫生保障、交通秩序维护、
加油餐饮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管理，为旅
客提供高品质服务。

此外，各服务区要针对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和我省人流特点，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测温扫码、佩戴口罩、通风消毒、“一米
线”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及时做好防疫和卫生清洁
等工作，维护良好运营秩序。

海南近期会下雪吗？
气象专家：此次强降温不具备降雪条件

寒潮来袭，海南长臂猿集体“失声”，专家坦言别担心

长臂猿自带“暖宝”可御寒

寒潮来袭，海南电网自元旦
以来统调最高负荷连续攀升

用电负荷
同比增长超20%

批发市场菜农李荣波：
用辛苦劳动供应新鲜菜

凌晨3点，海口夜间的温度陡降至6℃，当整座城市还在
酣睡时，位于海口市府城的椰海综合批发市场早已热闹了起
来。在这里，一辆辆载满蔬菜的三轮车挤满市场，讨价还价声
此起彼伏。来自周边的大小菜农为了生计，开始了一整天的
忙碌。

今年56岁的菜农李荣波在寒风中不由自主地弓起了腰，
把手拢在怀里。

当晚他带来了100多斤黑叶白，绿油油的卖相甚好。怕
冷风把菜叶吹坏，李荣波还特地在菜上盖了一层绒布。“2块钱
一斤，一分线不能少。”当打着电筒的批发商来问价时，他都把
价格咬得死死的。

李荣波是湖南人，来海南已经30多年。从最初在农场割胶
到养猪，再到现在租地种菜、卖菜，一直干的都是辛苦的活计。

“我一般早上7点卖完菜回家，眯一两个小时，就要下地。
浇水、开垄、播种、锄草、施肥、摘菜，下午还要接着干。吃完晚
饭，抓紧时间睡会，12点就要爬起来割菜，晚上还要在批发市
场站一个通宵。”李荣波说，满打满算，一天睡觉的时间都不超
过5个小时。

“没想到海南能这么冷，真是少见！”为了给批发商提供最
新鲜的菜，李荣波通常都是凌晨后开始割菜。“这两天太冷了，
起床真是考验意志。晚上在地里待一会儿手指都冻僵了，要
专门烤火才割得动。”

早上6点多，天色渐渐发亮，把菜全部卖完的李荣波终于
能安心坐下来喝碗热粥了。沐浴着清晨温暖的阳光，李荣波
知道今天肯定是个好天气，地里的菜也能长得更快些了。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24小时便利店店员王娜：
用热情服务温暖夜归人

1月12日凌晨1时30分许，在海口上邦百汇城的罗森便
利店中，店员王娜笑脸相迎前来的顾客。

虽然已是深夜，但是依然有不少前来买东西的顾客，他们
有的加班到深夜买一份简餐补充一下能量；也有人从酒吧出
来买一杯热牛奶，暖和一下肠胃……

趁着人少的时候，王娜和她的同事们还要负责收货验货、
设备清洁等工作。

“常温的商品一般是晚上11点开始验货补货，这个时间点
都已经做完了，低温的商品一般是凌晨1点半到2点之间开
始。”王娜说道。

说话间隙，便利店的送货车来了，工人成箱地往店里搬东
西，堆在了店门口。王娜则和同事们核对每样商品的数量，检
查日期和外包装，并输入电脑。

这样的活看似简单，实则枯燥乏味。“今天送来近300个饭
团，每件商品要验两次货，光是饭团同样的动作就要重复近600
次，不能有丝毫差错。”王娜说，她们同时还要查看货架上的每一
件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一旦有过期的必须下架，及时换上
最新日期的鲜食。这样整个流程差不多需要一个半小时。

除了收货验货补货，夜班人员还需要对货架、地面、设备进
行清洁。“你看这个熬点机，里面有很多油，又有死角，很容易藏
污纳垢，所以必须一点点把死角的位置全部冲洗干净，才能保证
食品卫生安全。”王娜说。

在深夜的便利店，王娜有时候会遇到有脾气的顾客，买东
西时言语有些不太友善。“遇到这种顾客不能和他争论，我们
会对他的情绪进行安抚，同时安排他在休息区休息并随时巡
查避免发生意外。”王娜一边摆放商品，一边分享着小心得。

网约车司机廖雷：
寒夜送乘客安全回家

1月12日凌晨1时，忙碌的海口安静下来，天寒车流渐
稀。当记者坐上廖雷驾驶的网约车时，廖雷的话匣子一下子
打开了——

“晚上大多数人都睡了，但娱乐场所正是热闹的时候，2
点多在KTV门口容易拉到客人，4点多则是酒吧散场的时
间，年轻人成群结队出来打车，也是夜间一个小高峰，再晚
点基本就没有客人了，一直到早高峰人才会多起来。”多年
的夜间开车经验让廖雷对海口个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了如
指掌。

夜晚人少，马路空了，行车也通畅了许多。“凌晨的海口
没有堵车，连油耗都会低很多，但因为车太少，开久了也会有
些无聊，有时候也会有些犯困。”廖雷说。

那为什么还会选择在晚上开车？面对记者的疑问，廖雷
坦言道：收入高。

“晚上每个订单平台都会给我们一些夜间补贴，算下来跑
10单就相当于白天14单左右的收入。”廖雷是家里的顶梁柱，
4岁半的女儿上幼儿园，家庭的日常开销大部分都由他负责。

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廖雷通常会把每天开车
的时间拆分成早晨、下午和夜间3个部分，一个月他能有1万
元左右的收入。每天晚上，等到女儿熟睡后，他会亲亲女儿的
额头再出门，虽然辛苦，但生活有奔头。

当然，夜晚最难熬的就是困倦。为提神醒脑，廖雷的车上
常备着咖啡。如果实在瞌睡，他就找个地方停车熄火，把窗户
开个缝，就在车上眯一会。但大多时候，他都是精力充沛的。

“酒吧快散场了，一会去附近酒吧转一转。争取多接几单再回
家睡一会，明早还要送女儿去上学。”廖雷说。

■ 本报记者 郭萃 计思佳

在海口，不同职业的有不同的上班时间，有人迎着朝阳出发，有人在深夜坚守。夜归时，你掏出手机“滴”到司机载
你回家；肚子饿了，你推开24小时便利店，购买裹腹的食物；为了让市民早点吃上新鲜蔬菜，菜农准点出现在批发市场
……我们选取几个深夜里的奋斗者，向读者展示三段寒风里的奋斗故事。

避寒

三亚携手支付宝
共建“数字城市”

本报三亚1月12日电 （记者高懿）1月 12
日上午，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三亚数字城市
发展，三亚市委宣传部与支付宝签订了“数字城
市”创建与推广协议，双方将在政务信息、市民
办事、旅游交通、教育公益、绿色环保等多方面
进行数字化升级，对公交出行、购物食宿等多场
景进行数字化改造，探索数字城市建设的新途
径，打造三亚旅游城市、生态城市和文明城市三
大名片。

三亚市委宣传部和支付宝，联同中免集团、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鹿回头景区、海昌梦幻海
洋不夜城、三亚火车头餐饮、海南德航集团6家
企业共同发起“2021数字城市绿色环保联盟”和
倡议，旨在通过数字化能力推进绿色环保建设和
绿色城市发展，助力三亚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城市。

三亚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各
行业提高“数字+生活”“数字+旅游”“数字+环
保”的意识，持续探索数字化发展的新途径，加快
海南自贸港服务业数字化。

阿里巴巴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瑞华介绍，目前
三亚“数字城市”已上线支付宝APP，消费者在支付
宝APP搜索“三亚”便可以获得城市健康码、免税购
物、景区出行等各项服务。阿里旗下的淘宝、飞猪、
菜鸟等业务也将继续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带动线下
实体经济和旅游业转型发展。

廖雷在工作中。
王娜服务深夜来便利店购物的顾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郭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