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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清晨6时，海南长臂
猿D群监测队伍分成两组，从D群
监测驻点分别奔赴两个监听点。记
者随霸王岭分局林业工作人员郑海
强等人前往第一路监听点。

海南长臂猿D群活动范围在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分局斧
头岭区域内，目前共有5只海南长
臂猿，其中一只幼猿为今年新发现
的海南长臂猿宝宝。

“我们队伍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
确认幼猿是否健康成长。”D群监测组
组长王进强介绍，这只幼猿于今年3
月被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
年，经历台风季，它的生存受到很大
挑战。

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
成立，海南长臂猿近期得到了较多
关注。

科研队伍安装的自动触发监
测设备拍摄到了海南长臂猿的影
像资料……但人为寻找海南长臂
猿的动向至今还得依靠猿鸣，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王进强强调，“需要‘猿’份，只
有它来看你，你不能刻意去看它。”

王进强今年55岁，是海南长臂
猿监测队队员，也是海南长臂猿监
测队与海南长臂猿打交道资历较深
的队员之一。

“我跟D群的海南长臂猿相见，
很多时候是碰巧的。”王进强介绍，
D群在斧头岭区域内的栖息地较为
完整，食物链丰富，可活动范围面积

大，刻意寻找很难发现其踪迹。
6时36分，记者跟随监测队到

达海拔 800米左右的第一路监听
点，这是一个位于山脊线交汇处的
监听点。11月30日，郑海强和同事
倪德聪便是在这附近遇见一对海
南长臂猿母子。

“我们是在这监听点100米范
围内遇见母猿和幼猿的。”郑海强
说，11月 30 日中午 11点 30 分左
右，他和倪德聪正准备返回驻点，距
监听点不远处，一只金黄色的母猿
带着幼猿向他迎面而来。

“郑哥向我做了一个停止前进的
手势。”倪德聪告诉记者，他立马停止
前进并抬头向上望，看见一只母猿正
带着幼猿在他们前面正上方5米处。

“我一个月来了3次，这是第一
次见到海南长臂猿。”倪德聪兴奋地
说，然而不过几秒，母猿便带着幼猿
调头飞奔向雨林深处。

“幼猿健康！”郑海强说，母猿调
头转向的一瞬间，他看清了母猿的
怀中的幼猿，顿时心中激动起来。

郑海强说，看到幼猿健康成长，
他和倪德聪并没有继续追踪。

“并不是越多人观察越好。”郑
海强解释，母猿携带幼猿需要一定
的空间，人类过多打扰，对猿群是一
种干扰。

回到驻点的郑海强、倪德聪和
监测队伍立马向山下的霸王岭分局
汇报情况，同时继续加强监测，再次
确认发现的情况。

2021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开启，海南日报记者随队走进雨林深处

雨林寻友 静待猿来
椰岛欢乐嘉年华活动12月10日启动

将推出14项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

梦馨 通讯员李艺娜）12月10日海南国际旅游岛
欢乐节开幕仪式举办当天，为期3天的椰岛欢乐嘉
年华活动也将启动，14项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让
市民游客有得吃、有得玩、有得看、有得乐。

首次推出的椰岛欢乐嘉年华是本届欢乐节开
幕式系列活动三大板块之一，专门推出文创市集
和椰子野营集市。以“海南献给世界的礼物”为主
题的欢乐节文创市集将以省旅文厅“海南礼物”旅
游商品平台为依托，打造一个浪漫的滨海沉浸式
文创市集，现场将分为展示和营销活动两个版块，
并有万个欢乐盲盒派送。利用省旅文厅“海南厨
房”美食旅游IP与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广吉
祥物“波波椰”一起打造的海南厨房·椰子野营集
市，将在现场销售以椰子为原材料的美食，营造野
餐露营氛围，让大众在美食中感受快乐，在休闲氛
围中体验欢乐节。

嘉年华期间还将推出“光影自贸 点亮海南”
滨海光影秀主题活动，运用海南地标插画、海南特
色旅游元素等，在云洞图书馆呈现一场超燃的光影
盛宴。12月10日晚欢乐节开幕仪式结束后，市
民游客还将欣赏到互动魔术魔幻剧《魔法城堡探
险之旅》。

关注2021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低温天气下难见猿群活动踪迹，
是去年记者参与海南长臂猿大调查
时遇到的情况。

这一次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碰
上寒潮南下的天气，霸王岭片区内的
气温降至13度以下，海拔700米以上
山区更是降至10度以下，监测组在12
月2日的监测中没有监听到猿鸣，也
没有见到海南长臂猿的踪影。

海南长臂猿鸣叫一般在清晨，6
时至8时30分左右是海南长臂猿第
一次鸣叫几率较高的时间段。

从清晨6时36分到8时30分，
记者和郑海强一行在第一路监听
点监听了近2小时，只听见耳边山
风呼啸，未听见猿群鸣叫，也未见
其活动踪迹。

“天气气温较低，我们人的活动

强度都会下降。”郑海强判断，海南长
臂猿未出现鸣叫或是还有其他原因，

“可能11月 30日它在这碰见了我
们，所以今天不在这一带活动。”

海拔800米的山脊上，迎面而来
的刺骨山风像刀在刮脸庞一样，让人
十分难受。

郑海强和队友黄海站在山脊线
上，拿着望远镜不停观察。

继续监听至10时30分左右，郑
海强坐不住了，小声和黄海商量：需
不需要到山谷的绳索道上看看？

继续等待至11时，还是看不见
猿群，一行人决定向山谷处出发。

沿着山脊线向下，路越来越难
走，一些路需要手脚并用，路途上到
处是倒下的朽木和荆棘。

经过半小时的艰苦路程，一行人

到达一处山坡，在这里，可以看到专
门为海南长臂猿搭建的绳索道。

“这群长臂猿偶尔会用这处绳
索道。”黄海说，这处绳索道下边是
沟谷，依靠海南长臂猿自身跳跃很
难到达另一处山坡，为了方便海南
长臂猿获取食物，相关部门搭建了
这处绳索道，“也许在这里能看见
它们”。

当天漫长的等待，海南长臂猿并
未给监测队员带来惊喜，它的踪影

从上午到中午一直没有出现。
“只能明天再来看看。”黄海说，

他对此习以为常，他认为，海南长臂
猿的生活习性变幻莫测，许多领域还
未有深入了解，这或许正是海南长臂
猿的魅力所在。

（本报霸王岭12月2日电）

低温天气难觅猿群踪迹

■ 本报记者 谢凯

2021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于近日开启，海南日报记者再
次跟随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科研监测队伍，走入雨林深处，关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旗舰物种的最新消息。

D群幼猿健康成长

调查队员在山脊处的监听点静静等候猿鸣。 调查队员一早赶往监听点。 2021年全国帆板锦标赛
海口启动
国内150多名水上健儿海口大比武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12月2
日，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全国帆板锦标赛暨
全国青年帆板锦标赛在海口西秀海滩开幕，这是
第十四届全运会结束后举办的最高水平全国帆
板赛事。

本次锦标赛共有来自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浙江、山东、陕西、上海、四川、沈阳等省区市及地
方代表队共计15支队伍150多名运动员参赛。
比赛设有男、女子帆板，男、女子水翼帆板，男、女
子帆板U21组、U16组，男、女子水翼帆板U21
组、U19组等级别，竞赛项目分为场地赛、长距离
赛和障碍赛。

由于巴黎奥运会的帆板项目将由RS：X级改
为水翼帆板，进入新的奥运周期，水翼帆板也将成
为发展重点。本次比赛，国家队运动员基本都将
参加水翼帆板的争夺。在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实
现男子帆板奖牌零突破的毕焜，此次将同时参加
RS：X和水翼帆板的比赛，毕焜表示，这对自己是
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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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 推动全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化、规范化
从推动全省社会救助一体化出发，对申请、受理、家庭经济状

况调查、审核确认、监督管理各环节“定标准、定责任、定期限”，形
成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化办理流程，实现省域范围内“同一服务标
准”“同一时限要求”，形成无差别、均等化救助服务模式。

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出台了《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该办法是我省首个专门对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全流程做出系统规定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社
会救助体系。新规有哪些亮点和突破，如何更好便民惠民，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解读《海南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办法》

地级市异地商会可以在省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解读《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

海南省全域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权限下放

各市县将于2022年3月底前完成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放权工作。为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权限放得下、管得好，放权后最低生活保障精准度不降低、最低生活保
障服务更优质，将着重提升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社会救助经办能力，鼓励社会力量协助乡镇（街道）开展对象排查、家计调查等事务性工作；全面建立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制
度，进一步夯实村（居）委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责任。

亮点二 重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新流程
明确海南省全域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权限下放。

经市县人民政府同意，市县民政局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权
限下放乡镇（街道）实施，将“个人申请—乡镇审核—民政局确
认”简化为“个人申请—乡镇审核确认—民政局事后监管”；将

“乡镇（街道）、民政局”两榜公示简化为“乡镇（街道）”一榜公
示，形成了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市县民政局监管的新模式。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理时限从正常情况下 30 个工作日缩
短至22个工作日。

亮点四 增加了突发重大事件特殊规定
如遇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可采取电话、视频等非接触方式进行入户调查。重大突

发事件解除后，再入户核实家庭情况，完善相关材料。此外，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已获得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动态管理的核查期限可适当延长。

亮点五 减少了群众办事环节
精简证明材料，可以通过政府平台查询的信息，一律不再要求申请对象提供纸质性材料。减

少群众跑动次数，明确经办人员应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告知申请人审核确认所需的基
本程序和预计时限；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知补齐所有规定材料，避免群众来回跑。

亮点三 突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户籍壁垒
明确海南省户籍居民可自主选择在户籍地或在居住地申办最低生活保障。坚持原则性与灵

活性相结合，充分考虑困难群众特殊情形，明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居住地办理居住证，乡镇（街
道）可根据使用居所、务工、婚姻、用水、用电等情况综合认定居住情况，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含一
年）可在居住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修
订
后

以“研究院”为组织形式的
省级民办非企业单位

开办资金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币

办公场地面积不少于500㎡
研究人员不少于 10人

其中专职研究人员不少于6人

专职人员中

具有副高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不少于2人

近日，省民政厅修订出台了《海
南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新修订的
《办法》有何亮点和新举措，如何确保
社会组织得到蓬勃发展的同时又能
得到有效监管。省民政厅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解读。

（一）规范异地商会名称构成
《办法》第七条第一款增加了

“行业协会商会中的商会是指异地
商会”。异地商会名称由“注册地行
政区划名+原籍县级以上行政区划
名+商会”三部分构成。全省性异地

商会的名称为“海南省某某（省名）
商会”，地级市异地商会的名称为

“海口市某某（地级市名）商会”，县
（县级市、区）异地商会的名称为“琼
中县某某（县名、县级市名、区名）商
会”，明确行业协会商会中的异地商
会名称构成，进一步规范我省异地
商会的登记工作。

（二）适当降低登记条件
《办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成

立全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团体，
发起人和会员应当以企业会员为
主，应当有30个以上的本省行政区

域内同行业或者同地域的经济组织
会员，会员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代表
性和广泛性，单位会员开展活动行
政区域应当覆盖全省不少于8个市
县（不含区）”，会员覆盖地域从原来
的 11个市县（不含区）以上修订为
现在的不少于 8个市县（不含区），
适当降低了全省行业协会商会“广
泛性”的要求。

《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将“……
以‘研究院’为组织形式的全省性科
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不
得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办公场地
面积不少于1000㎡，专职科研人员

不得少于10人”修订为“……以‘研
究院’为组织形式的全省性民办非
企业单位，开办资金不得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办公场地面积不少于
500㎡，研究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
专职研究人员不少于 6人，专职人
员中具有副高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不
少于2人”，降低了科技类研究院直
接登记条件，支持和鼓励科技类民
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

（三）解决登记堵点难点问题
为解决地级市异地商会登记难

的问题，《办法》第七条第五款将“省

级异地商会，由省民政部门登记管
理。其他异地商会由市县民政部门
登记管理。”修订为“省民政部门登记
省级、地级市异地商会，市县民政部
门登记地级市、县（县级市、区）异地
商会”。修订后，地级市异地商会可
以申请在省级民政部门登记，会员来
源可以扩大到全省范围，解决了我省
地级市异地商会登记难问题。

（四）优化简化办事流程
《办法》第十四条取消了登记管

理机关章程预核准环节，进一步优化
流程，简化程序，方便办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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