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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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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4日电 10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岸田文雄，祝贺
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发展中
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
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
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努力构建契合新
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表示双方应该
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共同
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习近平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
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从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获悉，该局在今年6月至7月对东寨
港海草资源调查中，发现海草新品种——
小喜盐草。至此，东寨港保护区内，已发
现的海草种类增至4种。此外，调查还显
示，东寨港海草面积呈逐年增多趋势。

据了解，海草生长于热带及温带海
域，是控制浅海水域水质的关键植物，对
维持沿海海域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海草生态系统生产力高，有“海洋牧场”
之称，其固碳能力强，能够消除污染、净
化水质，减弱海浪能、维护海岸及海床稳
定等作用。

根据本次海草资源系统调查显示，
海口东寨港分布的海草种类为2科2属
4种。除了本次新发现的小喜盐草外，
其他3种分别为水鳖科喜盐草属卵叶喜
盐草、贝克喜盐草，以及丝粉草科二药草
属单脉二药草。

“海草床能净化水质，维持良好的海
域生态环境，为多种海洋生物提供栖息、
繁殖及庇护场所。”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介

绍，近两年，东寨港保护区管理局积极开
展红树林种植和生态修复项目，新的海
草品种出现，标志着东寨港的水质越来
越好，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生态修复成效

明显。
据悉，从2014年至2021年，东寨港

保护区内海草面积呈逐年增多趋势，目
前共有513.89公顷。

海口东寨港发现海草新品种

东寨港首次发现小喜盐草。 通讯员 冯尔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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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言锦）10月3日上午，在环
岛旅游公路项目现场，一个个头戴安
全帽、身着工作服的工人正铲挖泥土、
搬运建材、电焊钢筋，挖土机等大型机
械在工地上穿梭，现场一片繁忙而有
序的景象。

为贯彻落实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
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保障工程建设
进度，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国庆黄金周
不放假，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奋战建
设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以超常规

认识、举措、行动推进项目建设。
截至10月3日，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累计完成清表393.38公里，现场施工人
员2612人，投入大型机械设备968台。

10月1日至2日，海南省交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分成两组深入环
岛旅游公路沿线各市县项目建设工地
检查施工进度，现场调研存在的难点问
题，实地督导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并慰
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建设者和工作人员。

工人小林是河北人，在工地上负
责钢构施工，已有大半年没有回家，这

个假期，他依然选择坚守工作岗位，他
表示自己有幸参与到环岛旅游公路项
目，感到很荣幸。虽然今年国庆黄金
周不能回家陪陪父母和孩子，但是看
到工程进度在往前推，心里蛮高兴的。

省交控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
兴海表示，各参建单位将严格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
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抢抓当前施工黄
金季节，强化对现场施工的管理，加大
人力物力投入，迅速掀起项目“百日大
会战”的热潮。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国庆不放假 现场施工忙

■ 本报记者 赵优 实习生 陈梦馨

假期过半，欢乐不减。近两日，我
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广大市民游
客出游兴致高涨，假日效应集中释放，
自驾游、周边游人气火爆，海南人游海
南成为旅游市场一大亮点。

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内车流不息，其中琼字车
牌占据多数，不少岛内市民选择带孩
子前来“假期长知识”。这几日，《我和
我的祖国》海野国庆音乐会燃情唱响，
世界动物日科普文化节系列活动精彩
上演，“小小海野科普宣讲员”“海野科
普大讲堂”“动物主题科普展览”“海野
线上科普知识趣味问答”等活动接连
开展，使得景区人气不断攀升。拥有
花鲸、海狮、企鹅等百余种海洋动物的
大白鲸·三亚海洋探索世界也迎来了
客流高峰，以“探秘海洋超能力，亲子
科学嘉年华”为主题的系列研学活动
推出“明星企鹅见面会，学做合格饲养
员”“海洋主题科学实验”等课程，受到
许多亲子家庭的青睐。

多个在线旅游平台显示，受疫情
防控要求影响，今年国庆黄金周城市
周边短途游产品成了市场的“宠
儿”。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国庆“黄
金周”期间，不但景区推出了各种优
惠套餐和产品，各大酒店也针对亲子
游、家庭游等国庆出游特点推出不同
优惠力度的主题套餐产品，且随着各
市县酒店、民宿等住宿设施的丰富和
提升，岛内游客有更多主题度假酒店
可供选择。

大小洞天景区、分界洲岛景区、
槟榔谷景区、蜈支洲岛景区、南湾猴
岛景区等不但推出针对岛外游客的
优惠套餐产品，更专门针对岛内游客
推出优惠幅度更大的“岛民专享”产
品套餐。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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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 冯定坤

“这里不仅能感受黎族的文化和
风土人情，在山野之间还特别有意境
和氛围。”10月3日，来自儋州的游客
杜卫红说。国庆长假第二天，他带着
家人来到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的洪水村，入住洪水村特色茅草屋
民宿，体验别样风情。

国庆小长假期间，王下乡依托“黎
花里”文旅小镇配套推出洪水村茅草
屋民宿、浪论村沿河栈道等旅游新产
品，以丰富旅游大餐迎来八方来客。

走进黎花二里——“时光里”洪水
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黎族船形或“金”
字形的特色茅草屋：屋顶覆盖茅草，大
门旁边摆放着传统农具，四周都是葱葱
郁郁的植物。穿过茅草屋民宿，走进一
处长廊，面前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好一
幅“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场面。

“晚上更好看！遇上现代的声光
电，黎族特色茅草屋就成了光影的海
洋，灯光打造的黎族图腾变幻莫测，
让游客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黎族文
化独特的魅力。”王下乡政府干部谢
俊斌说。

据了解，“时光里”洪水村重在提
升游客的参与感，依托黎族传统船形
茅草屋特色发展特色主题民宿，并借
助3D光影电技术将昌江“四季旅游”
元素投影在茅草屋及稻田里、把黎族
特色文化投影在墙壁和屋顶上，将洪
水村打造成展示黎族文化的光影博
物馆，同时创新乡村夜游体验，让游
客置身其中，回味无穷。

“国庆期间，洪水村茅草屋民宿正
式对外试运营，目前共有11间客房，
一经推出就预订满了。”洪水村茅草屋
民宿负责人南华锋说。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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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走进海南俄贤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探秘罕见的喀斯特
地貌原始热带雨林景观

奇峰叠翠 野趣横生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
彤）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在“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中，针对洋浦港船舶在
港时间长、周转率低的堵点，主动对接港
航企业服务需求，合理安排引航计划，大
大缩短了国际船舶在港时间。

据悉，在海南自贸港多项利好政策
驱动下，我省港口航线越开越密，货物吞
吐量越来越大，尤其是进出洋浦港的国
际船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型化，现有码
头运力不足，经常会导致船舶在港时间
过长，船舶周转率低。

省船舶引航站在引航工作中自查自
纠发现了该问题，经过调查分析堵点形
成原因：一是现有码头运力不能满足日
益增多的船舶进出港需求；二是引航服

务模式有待创新，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省交通运输厅

指导下，省船舶引航站积极走访港航重
点企业，听取服务单位需求和意见建议，
主动对接港航企业服务需求，为洋浦超
大型船舶量身定制引航方案，采取紧密
衔接的靠离泊作业，不仅减少船舶靠离
泊等待时间，同时也有效提高泊位周转
效率，切实降低港航企业运行成本。

同时，省船舶引航站科学调度引航
生产，合理安排引航计划。6月16日以
来，已有多艘船舶借助潮水靠离泊，同一
潮水时段引航两艘船舶内进出港，在潮
水窗口期关闭的最后时刻，安全引领靠
离泊码头。

此外，我省还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

通过引航智慧终端，实时密切关注船舶
抵港动态，并结合船舶相关作业信息，及
时按要求靠离泊。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截至今年8月
底，省船舶引航站共安全引领船舶3620
艘次，其中洋浦港2757艘次，大大缩短
了国际船舶在港时间，优质高效、方便快
捷的引航服务也得到进一步优化。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表示，今后该
厅将继续以最大限度用足现有泊位和航
道条件，确保船舶安全靠泊，为港航生产
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为自贸港建设添砖
加瓦。

据悉，省船舶引航站还计划10月安
排引航员前往国内重要港口学习，持续
优化服务流程，加强引航技术和服务能
力建设，确保引航技术和服务能力与洋
浦港区的航道、港口通航能力相适应，助
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省交通运输厅破解洋浦港船舶在港时间过长难题

提升引航服务质量 提高泊位周转效率

本报海口10月 4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部署，我省已于10月4日起启动重点人
群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据了解，加强针也叫加强免疫，指在
完成疫苗接种后，根据抗体消退情况进行
补充接种，保持人体对病毒免疫力的疫苗
剂次。如现阶段新冠灭活疫苗全程接种2
针，根据人体抗体水平下降程度再进行一
针接种，即加强针。加强针会使新冠疫苗
接种一段时间后出现的保护效果削弱呈
现“强势反弹”。接种加强针14天后，抗体
水平相当于原来10倍至30倍，并对德尔

塔等变异株出现良好交叉中和作用。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全程接种2剂

次新冠灭活疫苗和康希诺疫苗满6个月
的 18岁以上人群将实施加强免疫接
种。并优先在新冠肺炎感染高风险人群
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中
开展加强免疫，涉及进口冷链物品的口
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口岸装卸、搬
运、运输等相关人员，国际和国内交通运
输从业人员、面临较高境外疫情风险的
边境口岸工作人员、医疗卫生人员等，有
在境外感染风险的人群，如因公、因私出
国工作学习人员等。

针对不同类型的重点人群，我省将
实施不同的接种安排。针对职业风险高
的人群，以单位或行业为主组织集体接
种；优先接种新冠肺炎感染高风险人群
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
针对其他人群则指定门诊接种；各市县
指定定点接种门诊定点接种；免疫功能
相对较低人群，60岁及以上人群，由于
工作、学习、交流的需要到境外疫情高风
险地区或者国家的人群，其他已完成新
冠灭活疫苗2剂次接种6个月以上、自
愿进行第3针接种的人群，均可到辖区
指定的接种门诊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各
市县指定门诊由各市县另行对外公布或
拨打市县指挥部咨询电话进行咨询。

我省启动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

10月3日，位于海南西部海岸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区，到处是前来放松游玩的游客，还
有新人在此取景拍摄婚纱照。国庆期间，昌江启动2021“秋游棋子湾·欢乐西海岸”旅游文化系列
活动，为游客们奉上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图/文

西岸好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