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
者王黎刚）海南体育代表团在
第十四届全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诞生了！经过6天12轮的角
逐，第十四届全运会帆船比赛
（潍坊赛区）男子帆板RS：X级
9日下午结束，海南队毕焜在比
赛中展示了雄厚的实力，以较
大的优势夺得冠军。毕焜的这
枚金牌创造了多项纪录，是海
南体育代表团在第14届全运会
上夺得的第一枚金牌，也是海南
帆板选手时隔20年后在全运会
上再度夺金，也是海南帆板男子
选手在全运会上首次摘金。

男子帆板RS：X级共有13
名选手参加，他们当中不乏世界
杯赛亚军、亚运会冠军、亚锦赛
冠军和全运会冠军，比赛竞争非
常激烈。

在前不久结束的东京奥运会
比赛中，毕焜获得了男子帆板RS：
X级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帆板选
手在奥运会上获得的最好成绩。奥
运会结束后，毕焜在辽宁进行了20
多天的全封闭隔离。由于隔离期间
待在宾馆里，毕焜的体能有所下降，
赛前仅进行了一周的适应性训练，但
他恢复得较快。在12轮的比赛中，毕
焜的技战术发挥堪称完美，获得了8
轮第一名，特别是前8轮拿下了6个第
一名，奠定了夺金的基础。

今年26岁的毕焜从2010年开始
帆板训练，2015年加入海南帆板队，一
直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训练。海南
独特有利的训练环境使得毕焜迅速成长
起来，战绩斐然。他先后获得2017年第
十三届全运会第四名，2018年雅加达亚运
会金牌，第17届亚洲锦标赛金牌，2019年
世界杯银牌，中国奥运会选拔赛总冠军等。

此外，海南队李蔚获得了男子帆板
RS：X级第5名。在女子帆板RS：X级比
赛中福建选手、奥运冠军卢云秀夺冠，海南
队黄燕结名列第7。在男子水翼帆板级比赛
中，海南队刘思获得了第5名。在女子水翼帆
板级比赛中，海南队邢世影获得了第7名。

陆地方面

预计10日至11日，海南岛东半部
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西半部地区有
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12日至13日，
海南岛东部、中部
和南部地区有大
雨到暴雨、局地大
暴雨；西部和北部
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海洋方面

北部湾海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10
日白天，风力5级至6级、雷雨时阵风7
级至9级；10日夜间至13日白天，海南
岛东部和南部海面风力增大到8级至9
级、阵风10级至11级，北部湾海面、琼
州海峡和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增大到
6级至7级、阵风8级至9级；13日夜间
起风力逐渐减弱。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
讯员刘原岳 吴春娃 郝丽清）海南日报记
者9月9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
13号台风“康森”（强热带风暴级）已于9日
凌晨进入南海中部偏东海域。海南省气象
局于9日6时10分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9日19时，“康森”中心位于北纬16.0
度、东经115.5度，距离海南省三沙市（西
沙永兴岛）东偏南方向约350公里，最大
风力10级（25米/秒）。省气象台预计，

“康森”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
偏西方向移动，11日至12日在西沙群岛
附近海面缓慢摆动，之后向西北方向移
动，逐渐向海南岛东南部一带沿海靠近。

省气象台预计，受“康森”影响，10日
至13日，南海中部、北部海域将有强风雨
天气；10日至13日，海南岛陆地及近海
将有较强风雨。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由
于“康森”和“灿都”双台风相互作用，将给
西沙群岛附近海面带来长时间风雨影响，
请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后期由
于双台风背景下环流形势的调整，“康森”
路径预报存在不确定性，海南省气象局将
密切监视，及时发布订正预报。

❶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增加“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
水量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降
低”“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3方面7项地方
特色指标包括

❷ 在优美生态环境
方面增加“臭氧浓

度”

❸ 在环境安全保障方面增加“农药施
用量减少比例”“化肥施用量减少比
例”“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孙慧）9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全省防御台风“康森”视频动员部署会议获悉，我省正加紧督促
渔船回港避风及相关人员上岸，截至9月9日18时，全省14个沿
海市县（区）应进港避风渔船数量20855艘，已进港避风20510
艘，345艘渔船正在回港途中，已转移渔船渔排从业人员上岸约
6万人。

目前回港途中的渔船主要分布在北部湾海域，9日夜间至9
月10日白天期间，这些渔船将陆续进港避风。台风“康森”预计
9月13日进入北部湾海域，省农业农村厅通知要求各市县在北
部湾海域的渔船最迟于9月11日中午12时前全部进港避风。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7日，该厅已提前组织
各市县、各单位启动渔船防风工作，省渔业监察总队和各市县渔
船监控平台通过北斗、微信、短信等方式向渔船发出台风预警信
息。同时，海事部门也给予大力支持，利用其信息平台帮助渔业
部门向渔船渔民推送台风预警信息。

此前，省农业农村厅已印发《关于做好第13号台风“康森”防
御工作的通知》，结合本次台风有可能正面袭击海南本岛的情
况，组织督促各市县相关部门日夜值班，持续做好台风预警、执
法监管、应急处置、渔船回港等各项工作，及时调度和处置渔船
防风突发情况，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同时，该厅已派出6个工作
组赶赴各沿海市县，监督指导市县渔船回港避风防风工作，重点
督促市县做好渔港执法巡查监管、北斗执法监控、及时撤离海上
人员、按时统计报送渔船回港数据等工作。

我省2万余艘渔船
回港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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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能够为海南省体育代表团夺得陕西
全运会第一金，赢取开门红，我很兴奋！”
9月9日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帆船比赛
（潍坊赛区）男子帆板RS：X级结束后，
毕焜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激动
地说。

这是海南体育代表团时隔8年后再一
次在全运会夺金。在上届天津全运会上，
毕焜代表海南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四
名。4年后，毕焜夺得第一名。这4年，他
是如何一步步努力，实现“逆袭”的？

在海南省帆船帆板队总教练邱勇看
来：“毕焜能获得这枚全运会金牌是实力
的体现。”

毕焜前不久刚获得了奥运会男子帆
板RS：X级铜牌，创造了中国男子帆板在
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以往，我国很多水
上选手参加完奥运会后，在全运会的表现

并不尽人意，我当时担心他会不会也掉到
这个怪圈。”邱勇说。

邱勇的担心不无道理。参加东京奥
运会的帆船帆板选手回国后，全部被隔离
在辽宁丹东，28天足不出户，对选手的状
态颇有影响。为了让毕焜更好备战，海南
队工作人员提前将体能训练器材运到了
他隔离的房间。隔离期间，虽然不能下
海，但毕焜天天在房间进行体能训练。毕
焜的主管教练李锋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
训练计划。李锋说：“训练量很大，但我一
点都不担心毕焜的完成情况，因为他太自
律了，他只会加大训练量，绝对不会‘偷工
减料’。”

开赛第一天的两轮比赛，毕焜轻松获
得了两个第一名。当天的天气还不给力，
属于小风天。邱勇说，毕焜能在他以前不
擅长的小风天连夺两个第一名，标志着他
的技术上了一个大台阶，变成“全天候”选
手，大风、中风和小风“通吃”。

为了提高小风天的技术，这两年在李
锋的指导下，毕焜下了一番苦功夫。首先
他苦练体能，每天的陆地训练量非常大，
骑自行车、划船，以此增强力量和耐力，并
减轻体重。此外，他努力提高技战术意
识，特别是战术意识，在训练中有意识地
感受风向，学会“抓风”。

周密细致的后勤保障也是毕焜全运
会夺金的关键。邱勇说，这4年来，省旅文
厅和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专门为毕焜
成立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成员包括主管
教练、体能训练师、按摩师和科研人员。
只要条件允许，按摩师全年跟随他，保证
训练一结束，就给他按摩放松。团队中的
科研人员定期检测毕焜的身体指标，一旦
出现异常情况，随时进行调理。这四年，
除了东京奥运会，所有的大小比赛，李锋
都跟在毕焜身边指挥，并帮助他分析比赛
的得失。

（本报海口9月9日讯）

从4年前天津全运会第四名到陕西全运会冠军——

毕焜是如何一步步“逆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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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台风“康森”

综合

本报万城9月9日电（记者王黎刚）9
月9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冲浪决赛在
万宁日月湾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海南
选手黄莹莹在复活赛中以小组第一进入
淘汰赛。海南队另外3名选手黄一格、
邓雪莹和邱灼均在首个比赛日晋级淘
汰赛。10日将进行男子复活赛以及
男、女子组第三轮淘汰赛，届时将产
生男、女子组16强。

海南冲浪队队员黄一格在男
子短板第一轮比赛中，以15.00分
的成绩稳居小组第一，这是自本
届全运会冲浪预赛开赛以来的

最高得分。邓雪莹在女子短板第一轮比赛
中，以6.03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一。邱灼
在男子短板第一轮比赛中，以7.33分的成
绩排在小组第二。9日下午的复活赛中，
海南女子短板队黄莹莹以5.84分小组第一
的成绩进入淘汰赛阶段。

本次总决赛分为小组赛、复活赛和淘
汰赛，小组赛和复活赛结束后将产生男、女
子组16强，紧接着进行一对一的淘汰赛。
按预赛成绩，海南队、辽宁队、河南队、山西
队是夺金热门。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
主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万宁
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我省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划重点”

增加 项地方特色指标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周晓梦 特
约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周海燕）9月9日，《海
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新闻发布会举行。该《规划》于今
年7月28日出台，是我省五年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规划“设计图”和“路
线图”。

按照《规划》，“十四五”时期，我省生态
环境保护的战略定位是锚定生态环境质量
和资源利用效率世界领先目标，坚持改革
创新，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区、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先行区、生态环境质量标杆
区、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两山”转化
实践试验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示
范区。

在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孔
令辉围绕《规划》的总体考虑、主要内容、特
点以及下一步工作措施等内容进行解读。

《规划》共11章、42节，包括总论、具体
任务、保障措施三大部分。总论部分全面总
结了“十三五”时期海南生态文明建设与生
态环境保护成就与经验，深入分析“十四五”

时期发展机遇，明确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
标以及“十四五”时期具体目标，确立“十四
五”时期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六大战略定位，
进一步提出“绿色低碳发展、优美生态环境、
良好生态系统、环境安全保障”等4大方面
26项主要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该《规划》设置了绿色低
碳发展、优美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系统、环境
安全保障等4大方面26项指标，包括11项约
束性指标，15项预期性指标。其中，11项约
束性指标中有6项指标已纳入我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地方特色
指标方面，增加了3方面7项特色指标。

上述3方面7项特色指标包括：一是在
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增加“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用水量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
地使用面积降低”“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例”；二是在优美生态环境方面增加

“臭氧浓度”指标项；三是在环境安全保障
方面增加“农药施用量减少比例”“化肥施
用量减少比例”“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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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晓婵 蔡璐祎）海
南日报记者9月9日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为做好今年
第13号台风“康森”的防御及保供稳价工作，该集团提前部署，从
蔬菜生产抢收、调运储备、配送投放、资金保障、信息宣传、安全生
产等方面着手，全力保障“平价菜”稳定充足供应。

为了减少台风天气带来的损失，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将根
据台风“康森”的移动路径，加大力度进行抢收，确保灾后的蔬菜
供应。同时，密切关注市场本地叶菜供应量和价格走势，并持续
关注合作基地及周边基地相关种植情况，将根据市场情况适量
加大外地叶菜调运储备，稳定市场，同时在台风期间，做好蔬菜
调运进岛预判，充分保障末端蔬菜供应量稳定，确保末端网点的
供应充足。

目前，该集团蔬菜储备量约2700吨，库存包括土豆、大白菜、
莲花白、生菜、胡萝卜、白萝卜、紫洋葱、冬瓜、南瓜、茄子、娃娃菜
等18个品种，政府储备冻猪肉400吨，另有在途蔬菜约300吨。
该集团还积极协调江楠农产品批发市场组织市场商户做好蔬菜
调运工作，确保批发市场22种基本蔬菜供应充足。

在平价菜配送投放方面，菜篮子集团统筹配送车辆管理，提
高网点二次、三次补货配送频率，加大蔬菜配送投放，根据市场
需求量，各种业态将根据市场需求加大蔬菜日投放量，保障各末
端网点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海口菜篮子集团：
确保“平价菜”
稳定充足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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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毕焜获男子帆板RS：X级比赛冠军
系第十四届全运会海南代表团第一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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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金诞生
背后
故事

冲浪
现场

全运会冲浪赛万宁激战正酣

海南冲浪队4名选手成功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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