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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赶超·冲刺开门红

走一线 看治水

海南日报新媒体推出创意情景剧

《“猪八戒”摘槟榔》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 （记者周钰）电视剧

《西游记》中猪八戒背媳妇的故事大家都再熟悉不
过了，但“猪八戒”在海南摘槟榔这个桥段你肯定
没听过。1月9日，海南日报新媒体海豹剧社特别
推出新编《西游记》情景剧——《“猪八戒”摘槟
榔》，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近来，海南发生多起因采摘槟榔引发的触电
伤亡事故，给一些家庭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为
了警示农户采摘槟榔时注意防范触电风险，海豹
剧社创作团队以《西游记》为剧情背景，讲述唐僧
师徒四人在去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帮助农户采摘
槟榔，但在采摘过程中，因“猪八戒”错误的采摘动
作，导致他触电倒地。

全片诙谐幽默，通
过剧情演绎的方式向大
家宣传如何合理安全地
采摘槟榔，以及正确使
用采摘工具。

该视频一经推出社
会反响热烈，目前各个
平台总点击量超10万
次。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陈慧文）1月11日，海口
市普遍降温，但刘树成和工友们仍和
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6点多就乘车
赶往G15沈海高速海口段土建2标
段海秀互通的施工现场。

刘树成是该项目护栏施工组的
班组长，他的小组主要负责项目大桥
和匝道的防撞护栏钢筋焊接等工作，
到工地上才1个多月。其实，护栏施
工班组进场，也意味着G15沈海高速
海口段土建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

G15沈海高速海口段项目，是国
家高速公路网G15、G75 在海南的

“最后一公里”，是我省高速公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项目

施工高峰期全线作业人员曾一度有
近4000人。

“目前G15全线的土建施工已接
近尾声，我们标段高峰期施工人员多
达800人，现在只剩200多人了，主要
是各种收尾工作以及护栏安装。”中交
一公局G15沈海高速海口段土建2标
段项目党支部书记刘浩说。

G15沈海高速海口段主线全长
不过13.7公里，但全线采用高架桥铺
设，并设有4处枢纽互通，6座特大
桥，32座互通立交匝道桥，建设体量
可谓庞大。

土建2标段项目现场正在拆除
的庞大的“盘扣支架”也印证了项目
体量的庞大。刘浩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由于项目全线采用高架桥铺设，

盘扣支架的承载力强，被广泛应用到
项目施工中，“整个海南的盘扣支架
都快被G15海口段项目租完了，后来
还要从广东调运。”

截至1月5日，G15沈海高速海
口段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0%，
其中路基工程完成90%，桥涵工程完
成90%，土建1标和土建4标合同段
桥梁上部结构已实现右幅贯通。该
项目2021年度投资目标为13亿元，
实际完成投资14.5亿元，超额完成
11.5%。

中咨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
项目代建指挥长王宇说，项目计划今
年第一季度完成投资3.6亿元，在省交
通运输厅、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支持下，
项目将力争实现第一季度的开门红，
目前代建指挥部已要求各合同段、护
栏施工队伍春节期间不停工，管理人
员留守值班，并做好工人的劳动保护

和疫情防控工作，为春节后项目全线
路面施工大规模展开奠定好基础。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
起点位于海口市新海港区，沿粤海大
道、疏港公路向南布线，穿越海口石
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终点位于
G98环岛高速公路原粤海互通南侧；
路线全长13.7公里，按双向六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速度80公里/
小时。

项目计划2023年6月底前建成
通车，届时可满足海口新海港疏港交
通的需求，打通港口与G98环岛高速
的快速通道，使得上下船的车辆可直
接通过高速路网进出，促进岛内资源
的快速聚集和区域融合发展，也将进
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我省公
路网结构，提升我省对外交通形象，
对自贸港封关运作，促进沿线经济社
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原来深井打上来的水，时间久了
就会出现沉淀物，有时碰到旱季还会
有缺水的情况。而自来水管网入户
后，水量和水质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1月11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
镇三道居居民高女士向海南日报记者
介绍。等待供水管网全体竣工验收
后，附近居民就能告别“打井取水”的

日子，这让她十分期待。
不仅生活用水有了保障，三道镇

居民家的生活污水也有了去处。在高
女士家门前的村道上，一条污水处理
主管道在一个月前完成铺设，与此同
时，不远处一个全新的污水处理站也
预备开建。“这种小型的处理站是为了
解决一些边远连队的污水处理需求，
也是污水处理厂的‘迷你版’。”三道居
居委会主任李华君介绍道。

三道镇污水处理厂是三道镇非边远
地区生活污水的处理终端。污水会通过
四通八达的管网被收集到就近的小泵

站，再汇集到南区泵站这一大型中转站，
最终进入到处理厂进行处理。

“我们的污水处理采用的是
‘CASS生化池+人工湿地+二氧化氯
消毒’工艺，处理过后的水会进行水质
检测，达到水库流域直排标准后才会
排放。”污水处理厂操作员陈仕杰告诉
记者，未来全镇污水管网入户铺设全
部完成后，将对赤田水库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起到更为有效的保护作用。

赤田水库是三亚市重要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位于水库流域上游
的三道镇，其污水处理问题也备受关

注。过去三道镇大量生活污水长期直
排，导致水库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为改善河流生态环境，提升水质，
保亭扎实推进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
工作，抓好源头治理，积极开展入河排
污口清理整治工作。投入505万元开
展赤田水库水源地11个污染点和集
贸市场桥片区生活污染源综合治理，
改善赤田水库流域水环境质量。

日前，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动
员部署会召开，明确把治水攻坚作为
海南“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中之重。对于保亭而言，在这场

“六水共治”攻坚战中，赤田水库流域
综合治理和三道镇辖区供排水设施
建设休戚相关，保亭县水务服务中心
主要负责人表示，保亭接下来将提前
开展项目的前期工作，按照《赤田水
库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创新试点工作
方案》统筹开展相关工作，在治污水
方面落实三道镇污水管网建设，在保
供水方面做好三道镇供水厂改扩建
和管网延伸项目，打造“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功能健全、人水和谐”的美丽
宜居环境。

（本报保城1月11日电）

保亭推动三道镇供排水设施建设，扎实推进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保供治污 共护河清

G15沈海高速海口段开年施工忙
全线土建施工进入尾声

日本企业踊跃报名参加
2022消博会
参展规模较首届消博会扩大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罗霞）2022年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2022消博会）迎
来日本企业踊跃报名参展，日企参展规模较首届
消博会将扩大，参展面积将超2000平方米。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1月11日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获悉的。

2021年5月，首届消博会举行，51家日本企
业、87个日本品牌参展。其中，资生堂、花王、欧
姆龙、松下等日本知名企业独立参展。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组织罗森便利店、近铁百货等19家日本
中小企业通过日本馆形式参展。

与首届消博会相比，2022消博会将新增多个
日本知名品牌独立参展。此外，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将统筹推进日本相关单位和企业参展，除设香
化板块外，预计新增食品和酒类板块，还将举办日
本文化表演、直播互动等活动。

本报三亚1月11日电（记者李
艳玫）1月11日，由海南趣玩水运动
有限公司采购的4艘造浪艇在三亚
市半山半岛帆船港交付给三亚正手
浪尾波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使

用。据悉，这是海南首批交付的免
税造浪艇。

据海南趣玩水运动有限公司执
行总裁鲍永洲介绍，海南自贸港优惠
政策对进口游艇免税力度非常大，对

企业非常有吸引力，将抓住机遇进一
步开拓国内外游艇业务市场。

据了解，尾波冲浪滑水项目
2018年9月被引进到海南，不少游
客为玩尾波冲浪滑水项目而到三亚

旅游，2021年春节与五一假期，三
亚造浪艇出现一艇难求现象，价格
比平日增长近1倍。据悉，在2021
年初，三亚造浪艇保有量还不到20
艘，目前已增加到百艘左右。

我省首批免税造浪艇交付使用

文昌宋氏祖居获评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本报文城1月11日电（记者李
佳飞）1月11日，海南省旅游资源规
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称：
华侨城集团所属单位华侨城海南集团
经营管理的文昌市宋氏祖居景区获评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据悉，宋氏祖居本次获评，是继
2019年12月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
旅游景区后，再次实现景区升级，成功
创建4A级旅游景区，完成了两年内
从3A级到4A级旅游景区的跨越式
发展。

宋氏祖居景区位于文昌市昌洒镇
古路园村，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
大影响的宋氏家族祖居地，是宋氏家
族奠基人宋耀如出生和少年时期学
习、生活的地方，也是宋氏家族的“根”
之所在。

我省22家企业入选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农业
农村部公布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名单，我省22家企业入选。

入选企业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永青绿色农业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景棠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瑞今农业产业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海南恒达伟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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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举办后安粉品牌推介会暨后安粉汤协会成立大会

万宁举办后安粉品牌推介会暨后安粉汤协会成立大会。（万宁市后安镇政府供图）

1月10日，万宁市举办万宁后安粉
品牌推介会暨万宁后安粉汤协会成立
大会，香飘千年的后安粉迎来新发展机
遇。万宁市将坚持后安粉的“传统”和

“正宗”，擦亮后安粉地方特色品牌，打
造后安粉区域公共品牌，让后安粉这一
备受大众喜爱的海南地方风味，更具知
名度和影响力，成为万宁乃至海南省的
一张特色名片。

品牌推介
后安粉汤 香飘千年

后安粉汤，因产自万宁市后安镇而
得名，根据《万宁县志》记载，早在宋代，
后安人就已经制作出后安粉汤。“传统
正宗的后安粉汤十分美味。”后安镇镇
长杨胜光在后安粉品牌推介会上说，后
安粉汤的汤底多是以猪骨、粉肠、大肠

及其他猪内脏和胡椒等调味品熬制而
成，需要连续熬制4个小时以上，香浓的
猪骨汤是后安粉的“灵魂”，制作一碗后
安粉，一大半功夫要用在这碗汤上。传
统的后安粉粉条取当地特产的优质籼
米，用手工石磨磨成米粉，调成粉糊后
用蒸盘烫成粉皮，筋道十足，现在已采
取效率更高的机器制粉。辅料选用正
宗的黑猪肉，配上酥脆可口的炸虾酥，
点缀上小葱、香菜和芹菜末，吃上一口，
美味暖心又暖胃。

万宁后安粉发展至今，早已走出
了万宁，成为海南小吃的金字招牌之
一。根据市场监管信息系统的查询，
全省以“后安粉”命名的市场主体达到
1106家。

“后安粉美味飘香，价格实惠，广受
欢迎。在多年的经营当中，涌现出一批
优秀后安粉品牌，如‘吴记’‘北楼’‘金
兰岛’‘想来’‘文妈’‘巧味’等，这些后

安粉店坚持传统，保持正宗，让食客充
分感受到了后安粉的暖心美味，这是后
安粉汤能传承千年的魅力。”后安镇党
委书记林道军说。

后安粉汤协会成立
擦亮后安粉特色品牌

万宁后安粉虽然名声在外，但实际
上还未形成统一品牌，市场上的后安粉
汤口味、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些名为
后安粉汤，实际上却名不副实。

“如果消费者走进一家后安粉店，
品尝后觉得口感、味道不佳，很可能会
降低其对后安粉品牌的认可度。”林道
军说，后安镇政府推动成立后安粉汤协
会，就是要维护后安粉汤行业的共同利
益和会员的合法权益，制定行业规则和
行业标准，组织行业教育与培训，开展

技术交流与合作等。
“我们要确保每一碗后安粉都美味

飘香，受食客喜爱。”林道军表示，要对
后安粉汤的品牌加以保护，推行标准化
经营，对经营人员的素质、经营店的标
准、后安粉汤的质量，以及经营者的服
务质量都作出相应要求，不断提升后安
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做大做强后安粉
汤产业。

后安镇委、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更大的热忱、更优惠的政策、更积极
灵活的服务支持万宁后安粉产业发展。

新成立的万宁市后安粉汤协会选
举出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出了理
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等，制定了万宁市后
安粉汤相关标准。当选首届会长的林
明裕说，后安粉汤协会将在后安镇委、
镇政府的支持下，打造统一形象标识，
让后安粉汤和后安镇声名远扬。

（撰文/惠宁）

海南海事局签发首份船员培训许可证

船长大副可在本省培训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吕东星 任文广）1月11日，海南海事局向海南科
技职业大学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许可
证》。这是海南海事局签发的首份船员培训机构
资质证书，标志着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支持海南自
贸港海事特区建设又一重要举措落地，海南海事
局成为目前全国唯一具有船员培训机构审批权的
省级海事机构。

此次许可赋予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船长和大副
培训资格，意味着在海南注册的船长、大副以及有
意来海南工作和海南本地有意晋升船长、大副的
船员不必再到岛外进行晋升和证书再有效培训，
将进一步增强海南自贸港对高素质航运人才的吸
引力，加快航运发展要素向海南聚集，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

由于原有培训机构师资和设备不匹配等历史
原因，海南省内一直没有具备船长和大副培训资
质的船员培训机构，船员只能选择到岛外参加船
长和大副职务的相关培训，不仅成本高、耗时长，
也制约了海南船员队伍的稳定发展，就地培训的
呼声在业内一直较高。

为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满足船员实际需求，海
南海事局以此次船员培训机构审批权限下放为契
机，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开展，深入
航运企业和船员培训机构开展调研，了解航运企
业与船员的意见和需求，着力优化培训机构和培
训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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