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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海峡通航
预计1月31日夜间-2月1日
有雾，琼州海峡风力 5 级、阵

风6级，通航气象条件较差

预计1月31日-2月1日
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多云间阴天有小

雨或雾，其余地区多云；最低气温中部地区14～
16℃，其余地区 15～18℃；最高气温北部、中部
和东部地区22～25℃，其余地区25～29℃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 （记
者习霁鸿 通讯员朴希鹏 黄耀
怀）海南日报记者1月30日从海
南省气象台了解到，1月31日～
2月1日，海南岛部分路段交通
运输气象条件一般，琼州海峡通
航气象条件较差。

陆地天气预报 全省主要路段交通
预计1月31日-2月1日
海南岛东线高速公路海口至万宁路

段、中线高速公路海口至琼中路
段，有雨或雾时交通运输气象条件
一般；其余交通路段气象条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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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一个相对偏远的革命老区村庄，
何以发展越来越有活力，成为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答案，在漫山遍野的经
济作物中；幸福的密码，也在“金点
子”频现的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村民
脑海中。

“我们这里种植的黄皮燕窝果，地
头价是70元/斤，包装好的一级果可
以卖到100元/斤以上。”该基地的管
理人员陈成金告诉记者，因为较早从
国外引进种植了黄皮燕窝果，乐安村

成为目前全省最大的黄皮燕窝果种植
基地，“目前黄皮燕窝果的销路非常
好，客户需要提前下订单才能保证有
货，年产值达2000万元。”

类似黄皮燕窝果这样的高效热带
水果，在乐安村还有很多：凤梨释迦、
红心芭乐、水晶蜜柚、红心火龙果、黑
金刚莲雾、泰国金椰子……全村宛如
一个“水果之乡”，近十种高效热带水
果让人应接不暇。除此之外，种植基
地还引入扶贫资金，采用“合作社+
农户”模式运营，让高效热带水果产业
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村民。

“我在这里打工，每月有4500元
收入，每斤果的提成是5毛钱，年底还
有分红。”正在为黄皮燕窝果授粉和给

花苞套杯的乐安村村民符维学说，等
亩产量提高上去，提成还会提高到每
斤1块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山坡上，高效热带水果发展势头
喜人；田地里，靠着种植冬季瓜菜，不
少乐安村村民的腰包同样鼓了起来。

“今年种的茄子可以卖到4元/斤，是
近年来最高的了。”虽然今年的茄子亩
产量略低于往年，但乐安村村民梁朝
彦依然笑得合不拢嘴，靠着今年种植
了30亩茄子，他赚了10多万元。

农业发展起来了，村容村貌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乐安村老村
内，村道整洁干净，墙上的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美丽墙绘醒目，新村
则是一片忙碌景象，上百户村民正在

修建新房。凭借良好的发展态势，吸
引了不少大学生返乡创业，带动乐安
村走出了“互联网+社区农业+乡村旅
游”的产业闭环，实现融合发展。

“依托电商平台，我们把村里的农
产品销售出去，为东方市17个小区供
应食材，同时吸引游客前来体验田园
旅游，通过网络口碑宣传，形成良性循
环。”在乐安村的助村公社内，返乡大
学生吉昌超正在为即将接待的旅游团
做准备工作，他说，今年他们将新采购
一批电瓶车，游客到各热带水果种植
基地体验采摘会更加方便，下一步他
们打算进一步挖掘乐安村作为中共琼
崖西南临委驻扎地的红色资源，建设
红色主题公园，增强旅游魅力。

“乡村旅游想要更有生命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产业支撑。”吉
昌超说，结合乐安村种植业发达、草料
充足的优势，今年他们还规划建设一
个占地200亩的生态循环养牛场，将
助村公社打造成一家集生态观光、农
耕体验为一体的乐园。

“凭借产业带动，村民形成了比
学赶超的氛围，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纷纷想方设法发展产业，推动全村产
业不断实现提质升级。”乐安村党支
部书记符成辉说，他们将继续引导村
民大力发展高效热带水果和冬季瓜
菜，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乡村实
现全面振兴。

（本报八所1月30日电）

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依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打造产业闭环 打开幸福循环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李永猛）岁末年初，“米
袋子”市场运行备受关注。海南日报
记者1月29日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获悉，春节期间该局将多措并举做
好粮油保供稳市工作：加强粮源筹
措，保障市场供应；加强粮食产销合
作，促进粮食顺畅流通；抓好秋粮收

购，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市场监测，维
护粮食市场秩序。

加强粮源筹措，保障市场供
应。针对春节期间市场需求旺盛等
特点，我省相关部门要求各市县要
加强粮源筹措，引导企业加大名、
优、特、新等适销对路粮油产品投放
力度，满足消费市场多元化、个性化

需求，确保市场原粮供应充足，成品
粮油不脱销、不断档；各市县要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在原核定的市县级
粮食储备规模内落实一定数量的成
品粮储备，增强地方政府粮油应急
保供能力，同时确保粮源运输顺畅。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与

多家海南粮油企业达成协议，建立
一定数量的社会责任储备，此外还
与中央储备粮海口直属库有限公司
签订了海南省地方储备粮和中央储
备粮协同运作备忘录，加强在购销
时机、节奏、价格等方面的协调合
作，共同维护正常粮食购销秩序和
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春节期间我省多措并举做好粮油保供稳市工作

加大名优特新粮油产品投放力度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宋
国强 通讯员 王朝东）1月29日，琼
州海峡两岸航海保障部门海口航标
处和湛江航标处采用“现场巡检+无
人机巡视”的方式，对辖区水域共22
座灯浮标、AIS实体航标开展联合巡

检，全力保障2021年琼州海峡春运
期间的平安航程。

当天，航标人员还对秀英港进
港航道“1号”灯浮标、琼州海峡定线
制“警3”号灯浮标进行更换，投放了
集传统航标导助航功能和获取气

象、水文、海洋声学等需求数据信息
于一身的创新型航标。

“此次两岸航保部门联合巡检
保障了春运期间的水上交通安全，
为过往船舶提供了可靠便利的助航
标志。”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

心海口航标处副处长符军介绍，按
照2021年春运工作部署安排，琼州
海峡两岸航海保障部门共计划对琼
州海峡所有灯浮标、AIS航标以及部
分灯塔（桩）开展3次联合巡检维护，
力保每座航标都符合技术要求。

本报博鳌1月3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惠 覃爱琳）“今年我就
决定留在海南过年，为防控疫情做贡
献，还能多赚些钱。”1月29日，在海
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省发控会展项目工地上，中建一
局工人孙建生接过项目发放的新春
年货礼包高兴地说。

随着春节临近，中建一局一公
司南方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鼓励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安心过
春节，发起“非必要不回乡过年”倡
议，提前摸排人员去向，通过组织
开展“建证幸福，留琼团圆”主题活
动，以送流量、送“乡”味、送礼包等
方式，保障海南千名一线建设者

“就地过年”有年味。
“没想到公司还给我们准备了

这样的过年礼物，虽然不能回家
但心里也暖暖的，春节期间可以
经常和家人视频。”孙建生说。

考虑到工人们的思乡之情，项
目部还特别准备了“乡”味饭菜，并
在工地上挂起大红灯笼，营造浓浓

的节日氛围。中建一局一公司南
方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助力

“原地过年”，该公司提前储备了应
急物资，按量采购日常所需食材，
提前做好春节期间员工值守慰问
方案，全方位做好留琼员工的生活
保障，多措并举让职工、工友“花
式”过好年。

琼海博鳌乐城一项目为工人送上新春“礼包”

年味未必唯桑梓 此心安处是吾乡

1月29日下午，位于儋州市那大雅拉河畔的
儋州市菌草灵芝加工车间的工人在分捡入罐的灵
芝成品。据了解，儋州菌草灵芝现代产业园2012
年10月创建，经过近10年的打造，已初具规模，
所生产的产品已成为游客青睐的养生保健产品。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儋州菌草灵芝产业初具规模

海口三角梅花展开展
展期至5月5日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 （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李思瑾 龙泉）万紫
千红春常在，三角梅开迎客来。1
月30日，海口三角梅花展在琼山区
红旗镇边洋村三角梅共享农庄开
展，展出至5月5日。

据了解，此次三角梅花展由海
南省三角梅协会和海南省花卉协会
主办，以“万紫千红春常在”为主题，
用了十多万株三角梅，布展面积达
10万平方米，花海面积超5万平方
米。花展设置了迎宾展区、精品展
区、会员产品展区、花海展区、花园
展区和设施造景展区等6个核心展
区，并配套游客中心、特色美食、农
产品兑换等六大功能区，以及悠然
园、思变园等7个主题花园。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 （记者
张期望）1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江东
新区今年将启动4所中小学校及3
所幼儿园建设，为江东新区增设小
学学位约6480个，初中学位约900
个，学前教育学位约990个，共计提
供8370个学位。

目前，4所学校正在加紧按照
“高标准建设”要求进行规划设
计。建成后，将有力提升和完善江
东新区基础教育资源环境，推进江
东新区教育环境高质量发展，为江
东居民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儋州开出首张“不文明”罚单
本报那大1月3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罗鑫）为全面提升城乡环境和公民
素质，形成人人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良好风
范，1月28日，儋州市市委宣传部联合市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开展《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落实情
况执法检查行动，在那大镇兰洋北路夏日广场三
楼一饮料小吃店，开出制止脏乱差不文明行为的
首张罚单，处行政罚款50元。

海口江东新区
将增设4所学校

临高多举措开展
换届宣传动员

本报临城1月30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刘彬宇）“广大群众要积极参与，支持选举，依法
选举，按照要求主动参与选民登记，积极参加村
（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和村民代表
的推选工作……”1月29日，在临高县加来农场
向前村委会办公楼里，该村委会的村村通广播正
播放着《致全县村（社区）党员群众的一封信》。

据悉，为扩大组织换届选举政策群众知晓率，
引导党员群众参与到换届选举工作中来，临高制
作了《致全县村（社区）党员群众的一封信》《临高
县村（社区）“两委”换届知识问答》《临高县村（社
区）换届选举宣传手册》等数万份宣传资料，分别
用普通话、临高方言对宣传资料进行了录制，供全
县各镇的流动宣传车和村（社区）广播使用。

临高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月中旬
以来，临高充分利用横幅、广播、海报、流动宣传
车、LED电子显示屏、入户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
村（社区）“两委”换届政策、意义、任务及要求，广
泛动员和正确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加换
届，全方位营造换届选举氛围。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

今明两天全岛多云间阴天有小雨或雾

琼州海峡通航气象条件较差

琼州海峡两岸航海保障部门携手开展联合巡检

点点航标灯 暖暖归家路

我省今年启动
智慧水网平台一期建设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
邹小和 实习生杨韫颖）1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2021年全省水务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将
启动智慧水网平台一期项目建设，制定全省统一
的水网信息化技术标准规范，整合推进涉水业务
智能应用，以及优先建设水资源调度、防洪调度、
水利工程建设、城市供排水管理系统。

据介绍，去年海南智慧水网已完成了顶层设
计规划，今年将正式启动智慧水网平台一期建设，
将搭建主要涉水信息全省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
实现“一套标准、一张感知网、一个大数据中心、一
张图、一个平台、一个窗口”智慧管理。各市县结
合实际先行建设河湖、水库、渠道、堤防等前端监
测设施，谋划开发特色应用，积极做好与智慧水网
平台的衔接准备工作。

《海南水网建设规划》中提出，海南谋划建设
集工程网、管理网、信息网“三网”于一体的智能海
岛型综合立体水网，构建互联、互通、互调、互补的
绿色智能水网。其中，智慧水网是信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将建设水利感知网络、水务大数据库和
水信息基础平台，充分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手段，
实现水务业务管理精准化、监控可视化、信息规范
化、资源共享化以及决策科学化。

11月月2929日日，，在海口航标处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在海口航标处工作人员的操作下，，海口秀英港航道海口秀英港航道11号标替换新的多功能创新型航标号标替换新的多功能创新型航标。。 通讯员通讯员 王朝东王朝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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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学校分别是：
椰青园安置社区配套学校

位于文明东隧道东延线与琼山
大道交叉口东北侧，用地约84 亩，规
划为54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其中小学
36班，初中18班，配建15班幼儿园

春晖园安置社区配套学校

位于文明东隧道东延线南侧，
用地约 45 亩，规划为 36 班小学，配
建9班幼儿园

兰香园安置社区配套学校

位于琼山大道东侧，用地约 48
亩，规划为36班小学，配建9班幼儿园

和风家园配套小学

位于美灵南三路，用地约 42
亩，规划为36班小学

天气
播报

服务
信息

护航
春运

保供
稳市

就地
过年

澄迈指导农户科学防治病虫害

农技“把脉”助稳产增收
本报金江1月30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咸瑜）“有专家指导，这些被虫咬的豇豆总算有
救了。”1月29日，在澄迈县金江镇海仔村一片瓜
菜地，种植户村民徐奇君高兴地说。

当前气温回升，正值冬季瓜菜的病虫害高发
期。为确保农作物稳产增收，当天，澄迈县农技中
心派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加强田间
管理，科学防治病虫害。

在海仔村的田洋里，农技专家仔细查看农作
物长势和叶子病斑点特征，诊断病虫害种类，提出
科学防治方案，指导农户学习如何使用黄色粘板
物理防虫法和药剂配比、轮换用药等防治措施。
当天，在金江镇海仔村委会办公楼前，澄迈县农技
中心还开展了瓜菜种植技术培训班，免费给种植
户发放防治药剂，指导农户配置比例，喷洒方法
等，确保瓜菜稳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