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

北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9℃～11℃ 最高气温16℃～18℃
中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7℃～9℃ 最高气温18℃～20℃
东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0℃～12℃ 最高气温18℃～20℃
西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8℃～10℃ 最高气温18℃～20℃
南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0℃～12℃ 最高气温22℃～24℃
西沙永兴岛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偏北风7级，气温：21℃～23℃
中沙黄岩岛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7级，气温：24℃～26℃
南沙永暑礁 阴天间多云有中雨
偏北风7级，气温：24℃～27℃

制图/孙发强

17日白天

北部 多云转小雨，早晨局地有雾
最低气温12℃～14℃ 最高气温18℃～20℃
中部 多云转小雨，早晨局地有雾
最低气温13℃～15℃ 最高气温19℃～21℃
东部 多云转小雨
最低气温13℃～15℃ 最高气温19℃～21℃
西部 多云转小雨
最低气温13℃～15℃ 最高气温20℃～22℃
南部 多云转小雨
最低气温16℃～18℃ 最高气温23℃～25℃
西沙永兴岛 晴间多云转小到中雨
东北风转偏北风7级，气温：22℃～25℃
中沙黄岩岛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7级，气温：24℃～26℃
南沙永暑礁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转小到中雨
偏北风6级，气温：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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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直击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慧文）1月15日上午，海
口绕城公路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在多
台运输车和压路机的辅助下，一台大
型摊铺机正进行沥青摊铺作业，明媚
的冬日阳光下，高温沥青散发着热浪，
伴着机械轰鸣，现场一片繁忙。

当天，海口绕城公路二期正式大
规模开展最上面层沥青路面的摊铺，
这也意味着该项目进入最后冲刺施工
阶段，离今年3月底前通车的目标又
前进了一大步，比原计划工期提前了
整整8个月。

“这种规模的大型摊铺机在海南
还是首次使用，它最大摊铺宽度可以
扩展到20米，应对海口绕城公路二期
单幅 15.25 米宽的路面来说绰绰有
余。”该项目代建指挥部总工程师齐卫
明介绍，这样就避免了多台摊铺机施
工所造成的相邻位置的接缝问题，路
面一次摊铺成形，平整度也更好。

“我们还在压路机上安装了智能
压实系统，可以实时显示沥青路面的
温度、湿度等参数，实现精准施工。”齐
卫明说。

但再精准的施工也离不开人的因
素，在热气腾腾的沥青摊铺现场，摊铺

班组带班小组长陆凤强正和工友们密
切配合，紧跟在机械后面，密切观察摊
铺情况。

“今年要在海南过年了！”陆凤强
说，他所在的这个班组20多人大多都
是吉林人，因为疫情影响，加上项目施
工已近尾声，他们响应项目部号召，都
决定留在工地上过年。

中铁建大桥局海口绕城公路二期
项目路面标项目负责人王东辉说，目
前该项目最下面的水稳层已经铺完
80%，预计在春节前就能全部铺完，沥
青中下面层也已完成65%，开始铺设
沥青最上面层。

中铁建昆仑海口绕城公路二期代
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陈三彪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在
省交通运输厅、省交建局的大力支持
下，该项目加大人力物力投入，采用多
种先进设备和工艺确保进度和质量，力
争在今年3月底前实现主线通车。

陈三彪说，目前项目全线参建人
员有700多人，24小时轮班施工，为
确保主线提前8个月通车目标顺利实
现，代建指挥部已经组织各管理人员
和工人做好了春节不停工的准备，目
前涉及主线通车的400多名项目核心
参建者均已决定留在工地上过年，“我
们会引导工人在琼平安过年，今年春
节项目也不会停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项目毗邻
美兰机场，车流量大，按照省交建局的
要求，该项目代建指挥部已协同交警
制定了完善的春节期间保通方案和应

急措施，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巡查和交
通疏导，确保旅客市民春节期间出入
机场安全畅通。

绕城公路二期项目主线全长

15.07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设计，连
接绕城一期和海文高速，起点设在
机场互通，终点设在海文高速演丰
镇附近。

海口绕城公路二期主线计划3月底通车

人力物力齐给力 保质保量早完工

1月15日，在海口绕城二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开着压路机铺设沥青路面。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近日，海南气温骤降，1月14日
晚10时，海南日报记者夜访海口市第
三人民医院，体会到一线医护工作者
在漫长寒夜中的辛苦和不易。

夜晚的府城建国路，来往行人并
不多。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一楼西侧
的“胸痛中心”等红色灯光标识在夜色
中十分醒目，默默地显示这是抢救生

命的地方。医院一楼西侧的急诊室大
门朝西，再冷的天急诊室的大门都需
要24小时敞开，夜晚值守的医护人员
都穿上了羽绒服。

22时30分许，当记者看到护士
李燕的时候，她已经在预检分诊台忙
碌了将近4个小时。“来了几位病人，
有学生有老人。”李燕一边忙碌一边
说，她夜晚的职责就是给前来急诊的
患者量体温和分诊，工作虽不算繁重，

但不能有丝毫马虎。
医院急诊护理部主任吴立华告诉

记者，医院发热诊室24小时都有医护
人员值守。

护士邵嘉玲当晚6时上班，到晚
上 10 时 30 分，已经接待了几位病
人。“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邵嘉玲说。

23时，护士徐丽丹刚刚忙完一例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病患是一位
77岁的阿婆，已经办好手续住进了医

院。“今晚算是很好的一夜了。平安就
是暖。”徐丽丹告诉记者，当天晚上，急
诊共接诊了22位病患，她从下午5时
许开始工作，一直要忙碌到凌晨1时，
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好准备，随时处理
紧急突发情况。

夜渐渐深了，屋外的寒气明显加
重，然而忙碌的医护人员并不觉得
冷。为帮助医护人员和患者御寒，医
院早早就在预检分诊台的工作间以及

各个诊室安装了变频暖风空调，就连
厕所都是温暖的。医院还为医护人员
购置了400件暖心羽绒服和毛衣，为
患者增加了150床暖心被，确保医院
里的每一个人不会在夜间受冻。

23时 49 分，接近零点，府城建
国路上更静了，回望海口市第三人
民医院，保安和医护人员依旧在岗
位上坚守着，守护着这座城市百姓
的健康。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

暖风空调、羽绒服、棉被……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实招助医生患者御寒

漫漫寒夜暖相伴

本报那大1月16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
15日开幕的儋州市政协十届六次会议
上获悉，儋州市政协委员围绕建设海
南自贸港和西部中心城市，紧扣社会
热点，积极运用提案履行政协职能。
2020年共提交提案239件，其中立案
228件，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提案
成果转化为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内

容，以及部门推进工作的务实举措。
“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提案作为支

持政协委员履职、密切联系群众、接受
社会监督、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
途径。”儋州市政协副主席王凌融说，
政协委员围绕港产城融合、产业发展、
全域旅游、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等重点
工作，提出提案49件。根据政协委员
提出加快发展夜市经济的建议，市政
府研究出台《儋州市促进夜间消费扶
持政策》等举措，大力扶持餐饮、超市、
电影院等多种业态发展，科学布局，发

展文化北路八街、华海夜市等夜市，培
育新的消费增长点。2020年6月，儋
州市那大镇主城区文化北路八街夜市
试营业，规划大小摊位160个，可容纳
1500人同时就餐，提供800多个就业
岗位。1月16日，50多岁的市民林瑞
明点赞：“政府为市民办了一件大好
事，夜市丰富了，市民生活更加便利。”

围绕社会保障、务工人员子女入
学、残障儿童救助、物业管理等民生领
域问题，儋州市政协委员提出提案72
件，职能部门积极改进，及时解决民生

难题。根据政协委员提出加快儋州紧
急医疗救援能力建设的建议，市卫健
委加强公共卫生紧急救援中心建设，
利用5G技术对120急救指挥调度系
统升级改造，按东西南北中的区域分
布，建设5座院前急救站，构筑保护群
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力屏障。根据
政协委员提出优化儋州学前教育的建
议，市教育局新建21所公办幼儿园，
通过购买民办幼儿园学位转为公办幼
儿园学位，增加公办在园幼儿6462
人；儋州市第二幼儿园、西联中心幼儿

园等7所幼儿园，将在2021年春季学
期交付使用，新增学位2040个。

针对文明生态村建设、排污治理、
河道治理、环境卫生整治等，儋州市政
协委员提出提案21件。根据政协委
员提出推进儋州垃圾分类处理的建
议，从2020年6月1日起，市城市管
理局在那大地区选择党政机关、学校、
医院、住宅小区、社区等，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同时加快推进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危险废弃物收集处理厂、
再生资源回收点等基础设施建设。

儋州政协委员去年紧扣社会民生热点提案履职

建言献策解难题
关注市县两会

■ 本报记者 昂颖

1月16日，在位于琼海大路镇的
大路荔枝生态产业园内，郁郁葱葱的
荔枝花开得正旺。一大早，“80后”
返乡创业青年陈伟欣就穿梭于荔枝
林中，开启了忙碌的一天。

“荔枝虽在四五月大面积成熟，
但荔枝树却很娇贵，需要全年精心照
料。抽花穗、剪老叶、施有机液态肥
……有干不完的活！”陈伟欣热情地
向记者介绍荔枝养护知识。

大路镇是陈伟欣的家乡。大学
毕业后，金融专业背景的他便在广州
端上了“金饭碗”。一头是大城市的
机遇，一头却是游子的乡愁。“虽然在
大城市立了脚，但家乡承载着我太多
的回忆，漂泊在外，始终没有归属感，
我时常想起这片同我一起成长的荔
枝林。”回乡创业的种子逐渐在他心
里生根发芽。2010年，陈伟欣毅然
选择回乡，与其他4名年轻人共同经
营大路镇这片100亩的荔枝林。

陈伟欣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创业

之路忙碌而充实，咨询农科院种植专
家、组建团队、引进技术……几年下
来，陈伟欣渐渐摸清了门路，不仅与
技术团队共同研发出无核荔枝与妃
子笑荔枝嫁接与交叉授粉技术，还引
进高效节水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
既保障了荔枝的稳产高产，又让荔枝
更加绿色、健康。“今年‘琼海大路荔
枝’还荣获了‘海南青年农产品品牌
打造活动’的优秀品牌哩！”说到这
里，陈伟欣的脸上洋溢着自豪。

“十年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产业园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大力扶持。农网改造，宽带下乡，
让这里的电压更稳定，网络更顺畅。
如今，我们的电商生意愈加红火。”陈
伟欣告诉记者，“十三五”时期，当地
政府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积
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他信心倍
增、干劲更足。

“五年来，这里的变化可不小！
你看，这以前是条土路，坑坑洼洼，雨
天一身泥，晴天满脸灰，出行非常不
便。自从‘加来坡’的道路修建后，货

物流通愈加畅通，我们也有了安心投
资创业的环境。”记者顺着陈伟欣手
指的方向望去，在荔枝产业园入口，
一条平整宽阔的水泥路铺展延伸。

“现在党和政府对乡村产业的发
展十分重视，对乡村就业、创业、医
疗、养老等各方面的投入都在增加。
有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我们更要撸起
袖子加油干。”陈伟欣告诉记者，“十
四五”时期，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脚步
会加快，乡村产业发展也将迎来新的
机遇。他的团队将致力于发展观光
旅游、线上线下体验式种植、科普性
及科研式活动等服务项目，将荔枝产
业园建设成为集休闲、娱乐、教育、生
产、售卖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为周边的村民铺出一条致富路。

“海南自贸港建设会给海南旅
游带来更大的流量，这是我们发展
特色观光农业的难得机遇。”陈伟欣
的妻子任妍蓉认为，产业园要乘着
这股东风，拓展与岛外市场合作空
间，为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为品
牌注入新活力。

“每年省两会我都十分关注，希
望今年代表委员能进一步关注海南
自贸港背景下青年创业的实际需求，
为如何搭建好创业青年信息共享、资
源引流、抱团协同发展平台积极建言

献策，吸引更多青年人回乡发展，让
青年更好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乡村
振兴贡献青春力量。”陈伟欣的话语
间饱含期盼。

（本报嘉积1月16日电）

琼海返乡创业青年陈伟欣：

荔园深处有“大路”

两会心声· 省气象局发布
寒冷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省
气象局1月16日16时40分发布寒冷四级预警：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7日夜间，临高、澄迈、定安、
琼中、屯昌、五指山、白沙、儋州8个市县部分乡镇
的最低气温将降到10℃及以下。

海胶与王府井签署协议
投资海南岛内免税项目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邓钰）1月15日
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橡胶）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与王府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开展岛内免税项目。

合作达成后，双方将拟共同出资1亿元人民
币，设立海南海垦王府井日用免税品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作为日用免税品项目的运营主体；并拟共
同出资1亿元人民币，设立海南王府井海垦免税
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发展运营海南省岛内
免税购物中心项目及开展免税品经营管理。

其中，王府井将负责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免
税品经营管理工作，项目的管理权、运营权均由
王府井负责，海南橡胶负责本地资源以及物业方
面的协调。

据了解，海南橡胶此举旨在抢抓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优惠政策和机遇，分享发展红利，推动公司
发展，发挥海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和
全岛资源优势。同时，王府井将充分发挥在品牌
渠道、销售网络等方面的专业优势。

儋州举办
迎新春文旅摄影作品展

本报那大1月1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1月26日，儋州市迎新春文化旅游摄影作品展
在那大举行，共展出反映儋州千年古盐田吸引游客
的新风采、滨海新区加快城市建设的新风貌等138
幅文化旅游佳作，展示儋州文化旅游开发的新气象。

我省四家免税店
推出迎新春促销

本报三亚1月16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袁铭悦）1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国际免
税城获悉，为迎接春节，中免集团海南四家免税店
推出丰富多样的优惠活动，让消费者提前感受买
买买的“年味儿”。

据了解，三亚国际免税城二期在1月17日迎
来一周年店庆，为回馈消费者，店庆期间将推出七
重豪礼。从月初到17日，顾客在一期购买免税品
满2000元即可获赠二期100元无门槛代金券。1
月15日至17日，二期会员手机扫码即领1000元
店庆红包，在二期消费满300元可用100元红包代
金券，消费实付399元可参与抽金条活动，瓜分10
根总重100克金条。

中免集团海口市内免税店也将迎来两周年店
庆。1月16日至1月19日，全场香化产品8折，部
分爆款低至65折。1月19日当天，限量发售“免
税现金卡”，购卡额外享5%返券，单笔消费2021
元即赠正装口红一支。

与此同时，中免集团旗下四家免税店三亚国
际免税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海口市内免税
店、博鳌市内免税店为消费者推出丰富多样的满
减活动。

1月16日，陈伟欣在琼海大路荔枝生态产业园里忙碌。本报记者 昂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