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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
而海南热带雨林作为我国分布
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
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
林，更位列全球34个生物多样
性热点区之一。在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十五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本
报自今日起推出“绿色天堂 生
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系列报
道，带领读者领略海南热带雨
林的生物多样性之美。

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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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海口9月 2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菅元凯）9月26日，全国公安机
关视频会议结束后，省公安厅立即召开
我省续会，就贯彻落实全国公安机关视
频会议精神，做好全省国庆期间和今后
一个时期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从严从实
从细加强各类风险防范与管控，努力营
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紧
盯目标任务、突出目标导向，牢牢把握目
标要求，扎实落实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
作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现实危害的底
线。要扎实落实社会面严打严防严管措
施，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强化社
会面巡逻防控，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增
强控制力、震慑力；要加强进出岛关口查
控，进一步强化民航、港口、火车站等进

出岛管控措施，严密进出岛通道安全检
查，严防各类危险物品、重点人员流入流
出；要毫不松懈做好疫情防控，按照“快、
准、全、严”和“闭环”的标准，持续抓好涉
疫重点人员核查工作，持续巩固防疫成
果。要强化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
大路面警力部署，严查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
要强化旅游景区、免税商场安全管理，指
导相关单位严格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措
施，依法查处各种违法经营行为，确保群
众旅游、购物安全有序。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要秉承“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理
念，坚持“细致精致极致”的标准，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为圆满完成各
项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主持
会议并讲话。

我省就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

从严从实加强风险管控
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9月25日下
午，由省科技厅、省工信厅、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会同7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
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
产业专场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签约
项目总金额超12亿元。

该活动借助2021年第二十四届北
京科博会平台，邀请相关企业及机构近
200家参会，其中上市公司17家，高新
技术企业53家，参会代表超300余人。

推介会上，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国
家高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昌国际
航天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复兴城组成的推

介团，分别从园区规划定位、营运发展、
园区服务等方面介绍来海南投资的优
势，分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给园
区、进驻企业以及机构所带来的变化和
机遇。

现场还举办了重点项目合作签约仪
式。省科技厅携7个重点园区分别与中
科院曼谷中心、原科恒辉技术公司、佛山
照明股份公司、新地物流公司、北京新氧
科技公司、北京海泰斯工程设备股份公
司、山柚生物科技公司、湖南田涛科技公
司等8家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涉及现代
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
签约项目总金额超12亿元。

第二届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
专场招商推介会在京举行

签约项目总金额超12亿元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为庆祝建党百
年，致敬百年征程，礼赞伟大时代，9月26
日，“百年大党 风华正茂”《信仰的红色印
记》李福顺一百八十米书画长卷巡回展第
一站（上海）在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拉
开帷幕，画展将持续展出至10月18日。

本次展出的画作《信仰的红色印记》
由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福顺创作，画作
长达180米，高2米，共104个画面。画
作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形式，描绘了
建党百年以来的百件重大历史事件，生
动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
以来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聚焦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不同角度展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
宝贵经验。

本次画展由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故宫学院
中国画研究院、海南省博物馆、海南恩祥
艺术馆、北京恩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恩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活动得
到了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大力支
持。巡回展在结束上海站的展出后，还
将陆续在南昌、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
等城市巡展。

《信仰的红色印记》
巡回展在上海揭幕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金浩田

拉长申报时段，减免申请材料，实
行网上审批，优化审批服务……今年以
来，省教育厅不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审
批服务改革，切实做到“让群众少跑路，
让数据多跑腿”，努力优化海南自贸港
政务服务营商环境。

审批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海南
各级各类教师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补办或

换发《教师资格证书》提供了便捷高效的
服务通道。该项工作还存在哪些“堵
点”？改革能否进一步深化？制度能否进
一步创新？办事流程能否更加便利？9
月26日下午，省教育厅开展“领导干部走
流程”活动，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来到海
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以普通教
师的身份体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流程。

进入海南省教育厅官网，点击“政
务服务”板块，在线提交申请材料……

按照办事指南逐步操作后，曹献坤提
问：“填完申请表，还要打印出来签字，
再拍照上传到系统。家里没有打印机
岂不是很麻烦？”工作人员回答：“签名
是为了确认表格信息为本人填写。”她
追问：“是不是本人签名又如何确认？
既然无法确认，这几个步骤是否必要？”

流程体验过程中，几个教师资格认
定审批工作的“堵点”被一一发现——
平台没有设置非社会人员补证换证的
申请端口；页面部分内容不够准确，受
理人的姓名、职务没有及时更新。

“应开的端口立刻开设，错误的信息

马上改正，咨询电话要留工作手机，确保
群众时时处处想问就问。”逐一提出整改
措施，曹献坤表示，打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目标。有关处室要安排人员，对审
批页面信息进行全面排查，重新梳理核
准权力清单和行政审批事项，对能够直
接咨询的问题决不要求提交材料，对能
够线上办理的事项决不要求到实地办
理，对必须实地办理的事项尽量简化审
批程序，务必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落
到实处。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

省教育厅开展“领导干部走流程”活动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本报海口 9 月 26 日讯（记 者 李
磊）9 月 26 日下午，省长冯飞在海口
会见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水福等企业客人。双方围绕在风

电和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领域开
展合作、打造低碳供应链等内容进
行深入探讨。省领导倪强参加会
见。

冯飞会见西子联合控股
有限公司等企业客人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参天古树拔地而起，奇珍异兽自
由生长……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的规划图上，云雾缭绕的
吊罗山便是东边的起始点。2019年4
月1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在吊罗山揭牌成立，标志着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

占地496.3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吊罗山片区
地处陵水、保亭、琼中、五指山、万宁五
个市县交界地带。在这里，热带低地雨
林、热带山地雨林和山地常绿阔叶矮林
自下而上分布，峡谷纵横、溪流环绕，造
就了一座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宝库。

环抱2000多年树龄的“树王”、寻
找极小种群的野生坡垒、聆听莺啼燕
语的欢腾鸟浪、探访珍稀的明星物种
……9月 26日，海南日报“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系列报道第一站走
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吊罗山片区，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

包罗万象的雨林生物
多样性宝库

海南日报记者刚进入吊罗山山脚
的一条小溪流，便发现一棵倒伏的大
树上生长着4个属的7种兰花。这些

“娇弱”的植物能在竞争激烈的雨林间
自由生长，都要得益于热带雨林包罗
万象的生境。

“瞧，这些在小溪流旁的落叶为热
带兰花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护林员梁
宜文一边在前方领路，一边当起了雨
林植物向导。和热带雨林已经打了整
整40年交道的梁宜文，是一名地地道
道的“植物土专家”。

“当心脚下的苔藓！”梁宜文提醒
着凑近兰花的人。这不仅是因为苔藓
滑脚，更重要的是，苔藓就是许多兰花
的小生境，要避免被人为破坏。

继续沿着游客驿站的雨林栈道向
山中走去，只见几簇桫椤属植物的叶
片从两侧伸至眼前，形态特征各不相
同。“这种背面有许多粉白色的孢子
囊、叶柄较浅的是白桫椤，而叶柄较
深、羽片互生的则是黑桫椤。”梁宜文
解答了众人的疑惑。

有着“行走的吊罗山植物志”之称
的梁宜文，熟知吊罗山2126种维管植
物的特性。他曾经花了3个月时间，
把《海南植物志》完完整整地誊写了一
遍，又在日复一日的巡山路中，不断探
寻着“植物王国”的奥秘。

吊罗山片区作为海南野生动植
物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除了是上千
种植物的家园外，还有脊椎类动物
369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1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61种。

“啾——”几声清脆婉转的鸟叫声
由远及近，加入了雨林的“多重奏”。记
者抬头向上看去，只见拥有一把好嗓子
的山椒鸟盘旋在树冠上，边飞边叫。

“山椒鸟往往是先头部队，不出所
料的话，各种雀鹛、绣眼鸟、柳莺便会
紧随其后，一般拖在队伍后边的是噪
鹛和钩嘴鹛。”梁宜文见多了吊罗山的

“鸟浪”，也逐渐摸索出了不少规律。
每次踏进吊罗山的茂密雨林，梁宜文
都觉得自己像是被鸟群包围，眼前、耳
畔、头顶，几乎处处都是它们的身影。

而吊罗山的鸟类分布状况，无疑
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一个缩影。海南岛
这种特殊的地理、气候、植被等因子形
成的特殊生态环境，在为各种鸟类提
供多种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对鸟类向
周围地区的扩散起了生态隔离作用。
这意味着，不少鸟类会在海南岛演化
成其他地方见不到的特有亚种，并具
备继续分化成独立物种的潜力。

良好生态为珍稀动物
提供栖居地

“别看小爪水獭长得萌态十足，但
它们白天几乎不出来，大多是下半夜
悄悄出来觅食，好多年没看到它们
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吊
罗山分局生态保护科水獭检测项目原
负责人罗樊强找出手机中小爪水獭的
视频，和记者分享起4年前那个令他

无比激动的日子。
只见画面中显示，2017年 12月

24日凌晨4时30分，一只可爱的小家
伙入镜。小爪水獭先是在一块巨石上
走动，划了个半圆，随后没入溪水中，
在红外线灯光闪烁下，小家伙的双眼
像两个小灯泡，并且这次是单只出动，
没发现同伴。这是红外线自动相机首
次拍摄到小爪水獭的踪迹。

在以生物多样性著称的吊罗山，
小爪水獭是稳居“C位”的明星物种。
这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习惯夜行，极
难追踪，全球仅在亚洲热带、亚热带地
区有分布。近年来，我国也仅在吊罗
山发现其行踪，目前吊罗山已监测到5
只小爪水獭的踪迹。

“根据目前的拍摄情况分析，5只
小爪水獭应该分属不同的种群。”罗樊
强认为，小爪水獭是群居动物，在河沟
边的石洞与树洞间栖身。这些清晰的
小水獭觅食及戏耍的视频。这也为正
在制定的水獭保护计划提供了十分有
力的科学依据。

“螃蟹、小鱼、小虾，只要河里游
的，小爪水獭都会捕食，它们是河流生
态系统中的顶级食肉动物。”罗樊强告
诉记者，小爪水獭对生存环境极为挑
剔，需要水质清洁、食物丰富，还要有
隐蔽的栖息地，“它们是湿地环境的一
个指示性物种，也是吊罗山生态环境
良好的最佳证明之一。”

（本报吊罗山9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你看，这棵古茶树的树干中间几
乎已经被蛀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
早已枯死，但其实它还好好地活着！”9
月26日下午，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吊罗山片区，年近六旬
的护林员梁宜文停下脚步，指着路边
一棵看似干枯的“怪状”乔木，给媒体
记者及游客讲解着。

该树“躯干”几乎已空，斑驳的树
皮记录着它经历的风霜与岁月。但正
如梁宜文所说，在10多米高的树干顶
端，仍冒出一簇簇翠绿的枝叶。树干
上挂着的铭牌显示这是一棵海南大头

茶树，是山茶科大头茶属植物，属于常
绿乔木，树龄约为百年。

“树皮层里覆盖的养分管道，还能
源源不断地往上输送水分和养分，你
看，那边有好几撮叶片都是嫩绿的，估
计是前不久刚长出来！”从18岁成为
护林员至今，梁宜文已跟吊罗山这片
热带雨林打了整整40年的交道，是一
名地地道道的植物“土专家”。

“最初的10年，我巡山只会看看
有没有人狩猎、破坏树木，路边那些
草、树，我都看着眼熟，却叫不出名字，
遇到游客提问，我总是‘一问三不
知’。”梁宜文说。

后来，梁宜文开始留心记录巡护

山林时遇到的一些植物物种。最初，
没有相机、手机，他只能在小册子上简
单记录特征，勤快地跑去吊罗山林业
局民政科借阅《海南植物志》；再后来，
他足足花了小半年的时间，把《海南植
物志》里涉及吊罗山的植物资料完完
整整地誊写一遍。于是，无论是极小
种群植物木瓜榄，还是珍稀的野生坡
垒种群分布情况，就这么慢慢地印在
了他的脑海里了。

“我觉得，只有让更多的人读懂吊
罗山这本‘植物丛书’，才是建设保护
区、保护这些珍稀植物的意义。”梁宜
文指着上述的海南大头茶树铭牌说，
现今在吊罗山，这样的植物铭牌一共

悬挂了3000余个，上面详细地标注着
该种植物的名称、科属名、产地、用途，
从植物的种属辨认，到撰写铭牌信息，
这些工作几乎是在他的牵头组织下完
成的。眼下，一株株古老沧桑的林木，
也被赋予了十足的“现代感”——铭牌
上印着二维码，游客只需拿手机“扫一
扫”，就能了解该种植物更多的详细资
料，吊罗山植物科普功效也日渐深入
人心。

说罢，梁宜文继续揣着采集剪、
卷尺、微距相机，钻入这片雨林中，继
续着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林间探
秘工作。

（本报吊罗山9月26日电）

植物“土专家”梁宜文守护吊罗山40载——

想让更多人读懂吊罗山这本“植物丛书”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昂颖）9
月26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文厅、省教
育厅主办，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等单位承办的第十三届海南书
香节暨2021年“书香海岛”全民阅读系
列活动在海口启动。

本届书香节以“书香海南 阅读天堂”
为主题，将举办“名家名师荐书”“名家海南
行”“书香伴爱心 阅读润心田”等系列活
动，包括14个板块435场次。主办方还将
围绕“新时代乡村阅季”“市县书香系列活
动”“最美书店（最美书屋）”宣传推广等板
块活动，在全省各市县开展“凤凰悦读荟”

“凤凰引领周末阅读分享会”等品牌阅读
活动，打造“海南阅读天堂”项目。目前部
分活动已经启动，多个活动将贯穿全年。

省委宣传部出版印刷发行处负责人
介绍，本届书香节亮点纷呈，主题突出，
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致
敬抗疫英雄等多个主题，在全省新华书

店开展图书大联展，向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传播党中央的最新声音，向广大读者
推介优质读物，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树
立海南自贸港文化建设新风尚。

作为海南书香节活动之一，全民阅
读系列活动自9月26日至12月31日开
展，活动期间将举办“书香伴爱心 阅读润
心田”关爱残疾人群体惠赠活动、“我的书
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
等多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

书香节期间，主办方将面向全省读
者免费发放9000张面值为50元的“第
十三届海南书香节——‘书香海南 阅读
天堂’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电子消费券”，
引导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公众可通过关
注“书香海南”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

海南书香节是省委、省政府重点打
造的文化惠民工程，已成功举办十二届，
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
积极参与。

海南书香节为百姓送阅读福利

让书香浸润城乡更多角落

海南省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

（9月25日12时-9月2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6

7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6

15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报记者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吊罗山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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