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我省将装配式建筑应用列为生态文明建设四大标志性工程之一，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为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的
推广应用，海南日报从今日起推出“关注装配式建筑系列报道”，普及装配式建筑相关知识，让更多人了解该行业的市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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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速公路将新增
16个区间测速路段
4月20日起启用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4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规范行车秩序，预防交通事故发生，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该总队决定从4月20日起在G98环岛高速
公路、G9811海三高速公路、G9812海文琼高速
公路设置16个区间测速路段。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海南空气潮湿，容易造成市
民家里的药品、食品、文件起潮发
霉。正是看到这一痛点问题，生
活居住在海口的退役军人周铀带
领团队利用半导体控温控湿技
术，研发家庭电子智能药箱，以及
高效除湿器等产品。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见到周
铀时，他正忙着“百万奖金澳门
区创业大赛”相关事宜。让他高
兴的是，团队研发的“半导体高
效除湿器产品开发研究”项目已
经进入复赛。

上世纪90年代，周铀被公司
派到海南工作，成为一名“闯海
人”。2000年，周铀开始组建自己
的团队创业，注册成立了海南瑞
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围绕半导
体除湿防霉这一核心技术，研发、
生产、销售半导体除湿防潮、控温
控湿等智能家电产品和办公产品。

“以药品为例，许多家庭都
储备着一些常用药，但如果储存
不当，药就会失效。”为了解决药
品储存问题，周铀带领团队技术
人员进行研发攻关，利用半导体
除湿防霉和控温控湿技术生产
家庭智能电子药箱，为消费者提

供实用的储药空间。
目前，周铀带领团队研发的

第二代家庭电子药箱即将上市。
新产品结合手机APP，具备服药
提醒、药品有效期与失效期提醒、
常规药品储量缺药提醒，智能健
康监控，一键报警求救等功能。

除了家庭电子智能药箱，周
铀还带领团队研发生产智能防潮
衣柜、鞋柜，以及防潮旅行包、化
妆包等，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我们研发的产品目前获得
了4项发明专利及多项实用新
型专利，荣获过国家金桥奖。”周

铀介绍，最近，公司正在与一家
上市药企商谈，计划建立“基层
医生+团长”产业模式，打造健康
惠民的医疗服务模式样板。

周铀告诉记者，他希望在海
南建立“全球半导体民品产业化
共享发展转化中心”和“家庭节
能减排展示教育馆”。“我是一名
退役军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希
望尽自己所能倡导绿色环保低
碳的生活方式，为海南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贡献一份力
量。”周铀表示。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海口一退役军人带领团队研发智能药箱
利用半导体技术除湿防霉

周铀在调试家庭电子智能药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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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举办促进残疾人就业
专场招聘会
27家爱心企业招工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潘家慧）海南省残疾人联合
会近日在海口举办“学史力行，助残帮
扶”2021年海南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专
场招聘会。共有27家爱心企业参会
招工，150多名残疾人参会求职。

参加本次招聘会的用人单位有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第一支公司、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王花爱心服饰有限公
司等27家爱心企业。这些招聘企业
为残疾人提供的岗位有出纳、保安、
监控员、车间操作工、平面设计、电商
销售、网络主播、行政助理等。当天，
省残联还邀请就业指导专家现场给
残疾人求职者做职业规划指导和面
试指导。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现场招聘会开启前，主
办方提前把参加招聘会企业的岗位需
求信息发布在“海南省残疾人就业创
业网络服务平台”上，通过一对一精准
对接的方式，让求职者先与相关企业
对接沟通，提高面试的成功率。

据统计，参加本次招聘会的企业
共收到简历105份，30名残疾人求职
者形成就业意向，2人与企业签约。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通过工厂生产线，制造房屋的梁、
柱、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部件，然
后按照设计图纸将这些单体部件像

“搭积木”一样组装成房屋。这不是积
木游戏，而是一种新兴的建筑方式
——装配式建筑。

工厂是如何将这些楼房的部件制
造出来的？与工地用混凝土现场浇筑
的部件相比，工厂制造的楼房部件有
何优势？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跟随一
线工人的脚步，走进装配式建筑生产
基地车间，目睹楼房部件生产全过程。

4月8日，在万宁市海建装配式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标准厂
房宽敞明亮，生产轨道循环向前，建筑
外墙、叠合板等装配式建筑部件有序

通过各加工点位，身着蓝色工服的工
人站在不同的点位上，紧张地忙碌着。

符巨尧是生产线布料机的操作
手，他站在操作系统前，紧盯着生产线
轨道上正在移动过来的钢筋板，确定
好位置后，生产线上方的机器缓缓移
动下来，对准钢筋板浇筑水泥，一块搭
建楼房使用的PC楼板（混凝土预制
件）制作完成，随即由生产线移动轨道
运送到保养区，卸下来进行保养。

“我们生产这样一块PC楼板只
需24小时，比在建筑工地制作节省一
半时间。”万宁市海建装配式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练江山介绍说，该基
地的构件都是在工业化生产线上制造
出来的，生产过程分为钢筋绑扎、混凝
土浇筑、成品搬运等工序，大部分环节
是机械化操作，生产效率高。

建筑部件的所有生产流程都在工
厂里进行，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一年
四季都能进行作业，与传统现浇式建
筑方式相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
建筑项目的现场施工节省了时间。

有人把装配式建筑喻为“搭积
木”，其实就制造的精准度而言，它更
像造汽车。采用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在
工厂里制造建筑部件，将制造业的生
产管理经验复制到建筑业上，可有效
助推建筑业转型升级。

近日，在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的佳元杭萧钢构（澄迈）生产基地记
者看到，工程师王纯彬手中拿着一个
平板电脑，他只需用手指点击使用平
板电脑上安装的生产系统平台，便可
操控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我现在
是在测试整条生产线的运行情况，并
教工人如何使用这些生产设备，今后
工人学会了，便可以像我这样，拿平板
电脑就能操作生产了。”

“我们一条生产线只需要6个工
人，生产一块钢管束组合结构剪力板只
需要10多分钟，这非常节省人力成本，
而且整个生产过程十分精准，各类部件
的质量有保障。”海南佳元杭萧钢构有
限公司总经理余磊说，该生产基地一年
可生产钢管束6万吨、钢梁柱2万吨。

据介绍，不仅仅是提高生产效率和
节约人力成本，由于装配式建筑的部件
采用了标准化、流水线式的生产方法，
运到工地后进行工具化组装，所有原材
料和成品的产品信息都可追溯。就像
我们买的生活用品一样，包装上都有详
细的材料成分和生产商信息。这有助
于从源头上解决房屋质量问题。

“我们对于质量的把控非常严格，
除了委托第三方监理机构监测外，公
司在基地也设立了产品监测实验室，
负责检验工作。”练江山说，随着装配
式建筑的推广应用，对单体部件科技
含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为此，该公

司的母公司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正致力于培养高素质装配式建筑科研
团队，并积极与相关科研院所建立产
学研合作关系，增强研发能力。

随着我省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的
扩大，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基地数量
也在逐年增加。据省住建厅统计，全
省已投产的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基地
共14家，其中混凝土预制构件（PC）
生产基地8家，另外还有6家在建，4
家拟建。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我省将加强装配式建筑部品构件生产
能力建设，继续举办各类装配式建筑
技术交流培训，培养装配式建筑设计、
生产、施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队
伍。此外，省住建厅还将指导行业企
业、科研机构等单位联合成立装配式
建筑部品构件生产联盟，以便在产能
互补、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作用。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我省已有14家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基地投产，可大批量生产楼房部件，再送
到工地拼装，节能环保省时省力——

工厂化“智造”楼房部件

近日，在三亚市铁炉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退塘还林（湿）生态项目现场，工作人员在补种红树苗。
三亚铁炉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380亩，目前有红树植物24种，占全国现有红树品种的66.6%。近年来，三亚相关部

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修复生态。截至2020年底，已在铁炉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三亚河和青梅港等地种植红树约100万株，造林面
积达1000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退塘增绿

第六届西部惠民车展落幕

3天销售汽车206台
本报那大4月11日电（记者林书喜）4月11

日晚，第六届西部惠民车展在位于儋州市那大镇
的儋州市文化广场落下帷幕。据统计，经过连续
3天的现场展示和交易，本届车展累计成交车辆
206台，观展人数达1.9万人次。观展人数、成交
车辆数和成交金额均创新高。

本届车展展出面积超4500平方米，参展的汽
车品牌较多，展出车辆既有高档豪华车，又有平民
大众车。其中，奥创集团租用了600平方米场地，
携旗下经销的一汽大众、起亚等5个汽车品牌前
来参展。此外，今年参展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多，包
括威马、零跑、广汽蔚来、奇瑞等品牌。

儋州市民李健巍选购了一辆途岳。“一直想买
台车，几天前看到《海南日报》上有举办惠民车展
的消息，车展的优惠很多，就带着家人过来选车
了！”李健巍说。

“这几天，我们的销量不错，因为宣传到位，
每天都有不少顾客过来咨询，4月9日车展开幕
当天就卖了6台。”儋州信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杨明辉介绍，连续举办了六届的
西部惠民车展已成为展商和消费者都认可的展
会品牌。

“刚刚有两名客户订购了途岳越野车。”上
汽大众儋州店店长崔开干说，借助西部惠民车
展这个平台，公司在西部汽车销售市场站稳了
脚跟，今后只要西部惠民车展还举办，公司就会
继续参展。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为推进基层群
众自治，海口市美兰区近日启动“信
酬制”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工作，在辖
区9个街道各选取1个小区试行该
物业服务模式。

据了解，“信酬制”与四川省成
都市推行的“信托制”有类似之处。

“信酬制”物业服务模式运用信托理
念，业主将物业费与公共收益设立
为“共有财产”。业主大会作为委托
人，物业企业作为受托人，全体业主
作为受益人，物业企业依照约定进行
管理，获得管理人酬金。在该物业服
务模式下，通过开立业主大会名下信
托财产的“双密码”账户，赋予业主对
所有财务资料的随时查阅权，保证每
一名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做到所
有物业费和公共收益“收得明白、花
得清楚”。

以目前正在试行“信酬制”物业
服务模式的琼苑广场小区为例，该
小区共有517户业主，小区物业管
理方、业委会在招商银行共同设立
共管账户，小区的物业费、广告费、
停车费等各项收入均存入该共管账
户。本小区业主下载招商银行APP
后，点击进入“业主有招”栏目，就可
清楚看到目前小区共管账户余额
数，账户内每一项支出和收入流水
情况，且可查询的账户流水细至每
一户每月缴纳的物业费。

为确保小区每一分钱都用得

妥当，今年初，琼苑广场小区业委
会和业主代表共同审核通过了包
括9大类23项物业服务共计86.5
万元的2021年度小区预算。这些
预算中，细至小区每月每一个物业
服务人员工资、每月绿化施肥等支
出。预算形成后，物业所需的每笔
费用须在业委会的监管下支出，每
一个业主均可通过招商银行APP
查询支出情况。

试行“信酬制”物业服务模式后，
该小区2020年下半年共有48.95万
元欠缴物业费，截至2021年2月已
完成收缴43.50万元。自愿缴纳物
业费用的业主从2020年的417人次
增 加 至 470 人 次 ，收 费 率 达 到
94.5%。今年第一季度，琼苑广场小
区投诉件仅为6件，较2020年、2019
年分别同比减少81.82%和72.73%，
投诉件数量明显减少。

琼苑广场小区业委会相关负
责人陈多光表示，“信酬制”物业服
务模式让物业管理更加公开透明，
成功实现业主和物业服务人之间
从“信息不对称”到“信息对称”的
转变。设立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共
管专用账户，采取支取密码和流水
查询密码“双密码”模式，其中查询
密码与每位业主共享，做到财务、
服务“双公开”。试行“信酬制”物
业服务模式，提高了该小区物业管
理服务水平，也有助于业主之间相
互监督，提高物业费缴纳率。

海口试点“信酬制”物业服务模式

小区物业费花哪儿了
业主打开手机就能看

海南省机关
五人制足球赛落幕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激
烈角逐，2021年（首届）海南省机关“启航杯”五人
制足球比赛4月11日下午在省足协青训基地落
幕。省消防救援总队队和儋州队分别获得了省直
组和市县组冠军。

省直组共有 80支球队参加，分为 16个小
组，每个小组5支球队，采用单循环赛制，小组前
两名进入32强淘汰赛。

省直组决赛在省消防救援总队队和省司
法厅队之间进行。这场比赛踢得非常激烈，
省消防救援总队队控球占优，省司法厅队不
时利用反击给对手制造威胁。最终，省消防
救援总队队 2：0 力克对手夺冠，省司法厅队
获得亚军。

获得省直组第三名至第八名的分别是省卫
健委1队、省地质局队、省高院队、省公安厅1
队、省财政厅队、中国热科院队。

在市县组的决赛中，儋州队1：0险胜临高
队，夺得冠军，临高队获得亚军。白沙队在常规
时间和万宁队战成2：2，在点球大战中，白沙队
险胜对手获得季军，万宁队名列第四。获得市县
组第五名至第八名的分别是海口1队、洋浦经济
开发区队、陵水1队、澄迈队。

民生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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