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全球重要且分布极为稀少的亚热带常绿森林和海南岛季雨林生态
区和全球植物多样性中心（Centre of Plant Diversity，CPD）之一

是重点鸟区（Important Bird Area，IBA）集中地和零灭绝联盟保护
地（Alliance of Zero Extinction，AZE）所在地

拥有独特的物种类群和栖息地景观

自然

霸王岭片区是全球极危
物种海南长臂猿目前唯一的
栖息地，保存着海南山地雨
林顶级植被群落

五指山片区保持着完整的海南岛
五指山地区典型垂直植被带谱，也是
以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等为代表
的海南岛特有鸟类的典型栖息地

譬
如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李梦瑶 于伟
慧）海南日报记者1月21日从海南省林业局获
悉，日前，“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世界
遗产预备清单申报项目已由国家有关部门正式
报送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这标志
着该项目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工作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我省高度重视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省领导
多次专门听取申报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要求举全
省之力推动该项工作。国家林草局和国家文物
局有关领导及专家多次赴昌江、五指山等地调研
指导，明确了申报的范围和方向。省林业局、省
委统战部、省民宗委、省旅文厅等部门和相关市
县密切协作，共同推动申报工作顺利开展。

据悉，“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项目
提名地是诸多全球濒危物种和海南岛特有物种

的庇护所，也是海南岛黎族人民长期定居、创造
独特岛屿性部族文化的场所。

经我国世界遗产领域的专家评估认定，“海
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提名地具备符合世
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标准（Ⅲ）（能为存在的或
已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
特殊的见证）、标准（Ⅴ）（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
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和标准（Ⅹ）（生
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等多
项标准的巨大潜力，建议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
产列入预备清单，并开展进一步的价值论证和申
遗准备。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结合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强岛屿型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和黎族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稳步推进“海
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申遗各项工作。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林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1月20日，恰逢二十四节气之尾——大
寒。岁近年关，文昌市会文镇街道上售卖春
联、灯笼的店铺，已然烘托出过年的气氛。而
不远处的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内，却是
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

“今年春节，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都不
放假，工人们都要在工地上过年了！”产业园
管委会工作人员金喆一边走一边指着忙碌的
工地介绍，“这是经三路，那是纬二路，前两天
刚刚实现功能性通车……”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海南日报记者看到
两段用混凝土浇筑的路面已经通车。沿路分
布的，是一个个入驻园区的企业，从施工指示
牌上可以看到“渤海水产”“蓝海水产”“鲲诚
水产”等字样，它们都是慕名而来的水产养殖
行业的领军企业，有的擅长孵育虾苗，有的专
注养殖东星斑。

车来人往的工地上，鲲诚水产项目4栋
已架起巨型钢筋屋顶的厂房尤为引人注目。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工地，施工单位负责人吴
何飞随即戴着安全帽走了上来。“一个月前过
来时，你看到的，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吧？”他
笑着说。

巨型的屋顶下，白色海容模块建材经由
工人的手，一块块相互咬合，将墙体一层层
堆高至与屋顶相连。砌好的模块内穿插钢

筋，再浇满混凝土。
“这是一种新型环保材料，有保温、隔热

功效，有利于鱼苗生长，而且它能保护钢筋内
芯，坚实耐用。”吴何飞介绍道，现代化养殖场
将采用高密度养殖，相同占地面积养殖区，东
星斑产量将提高3倍以上。

按照计划，鲲诚水产项目将建设8个工
业化循环水养殖示范车间、3个海水养殖良
种选育车间、1个海水养殖产品加工与冷链
配送中心以及占地约5亩的尾水处理中心、1
个工业化水产养殖（海南）创新研究院和1个
循环水处理装备制造中心。项目一期预计今
年7月投产，为赶工期，连日来工地20余名
工人都是加班加点。

“冯家湾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产业基
础，都非常适合发展水产养殖。所以，我们对
未来充满信心。虎年虎虎生威，撸起袖子加
油干！”吴何飞憧憬道。

谈话间，一位三四岁的小男孩突然出
现，冲着吴何飞喊“爷爷”。原来，吴何飞多日
不曾归家，放寒假的小孙子就到工地寻他来
了。看着孩子稚嫩的脸庞，吴何飞开怀一笑，
答应他除夕回家团圆。

站在建好的楼顶远眺，整个产业园内，像
鲲诚水产项目一样忙碌的工地还有很多，卡
车、货车穿梭其间，一栋栋现代化的厂房拔地
而起。

（本报文城1月21日电）

1月20日，文昌冯家湾产业园鲲诚水产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现存有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如钱铁洞、皇帝洞等，
其中出土的人类、动物骨骼碎片和石器等是人类在海南的早期生活见证

区域内保留的黎族传统聚落仍能显现出早期黎族社会的形态特征，
其人地互动关系、生活习俗特征和村落物质遗存等体现了人与自然完美
适应的传统生活方式，是热带地区岛屿性部族聚落的典型代表，具有一定
的全球代表性

提名地内的黎族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包括物质文化
遗存与非物质文化，如村落形态格局、船型屋和农业景观以及宗教图腾、
民族习俗、黎族文身、方言系统、服饰和纺织技术等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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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项目

地点
位于海南岛中南部，以五指山为中心，地貌由中部山地向四

周逐级降低，构成环状地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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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再部署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严打离岛免税“套代购”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

蒋升）1月 20日，省打私办召开视频会议，传达
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击治理离岛免税“套代购”
走私工作的批示精神和有关专题会议工作部
署，通报海南离岛免税商品“套代购”走私整体
态势，对全省离岛免税“套代购”冬春严打专项
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强调，全省各市县打私职能部门要坚
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统一思想
认识，切实加强风险研判和防范化解工作；要
压实责任、主动作为，主动扛起属地打击治理

“套代购”走私的责任担当，落实好各项“规定
动作”；要加强沟通、高效联动，加强市县联
动、警种联动、区域联动，为服务免税购物消
费健康发展，保障自贸港政策有序运行作出
应有贡献。

中组部、团中央继续加大对海南
人才支持力度

第二十二批博士服务团
15名成员来琼挂职

本报海口1月 21日讯 （记者易宗平）1 月
20日，第二十二批中组部、团中央博士服务团
15名成员抵琼报到，将在海南相关单位挂职一
年。

此次博士服务团成员分别来自国家有关部
委、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央企业和东部
发达省市，涵盖医疗、农业、财政等重点领域，将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提供
智力支持。

近年来，中组部、团中央持续选派博士来琼
挂职服务，在弥补海南高层次人才短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锻炼青年人才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为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海南
自贸港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候鸟”人才
工作站揭牌

36位文博“候鸟”入驻
本报嘉积1月21日电（记者赵优 袁宇 通

讯员李婧瑜）1月21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候鸟”人才工作站揭牌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36
名文博领域“候鸟”专家学者入驻。

自2017年开始，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通
过邀请专家学者到馆指导工作、开展专题讲座
等，与文博界的“候鸟”专家们建立起了良好联
系。为响应“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在省
旅文厅和琼海市委组织部的指导和支持下，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候鸟”人才工作站应运
而生。

工作站首批36位“候鸟”人才，是我国文博领
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包括北京大学植物学教授、中
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上海博物馆瓷器修复专家等，
涵盖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修复、数
字化及文创等方面。他们将在此发挥所长，在考
古、文物修复、文创工作、陈列展览等方面贡献力
量，助推我省文博事业发展，提升海南自贸港文化
软实力。

当天还举行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候
鸟”人才专题座谈会。与会专家结合各自研究
领域，对海南文博事业发展提出真知灼见，纷纷
表示将发挥“候鸟”人才的光与热，共同助力建
设海南自贸港。

八所口岸进出口再创新高

货运量突破500万吨
本报八所1月21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方宇杰）1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八所海关
获悉，2021年八所口岸进出口货值67.4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35.2%，货运量573.2万吨，比上年
同期增加27.5%，位居洋浦港口岸之后、海南货运
量第二大海港口岸。

2021年来，八所海关通过持续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大力促进口岸外贸稳增长，努力推动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2021年，八所口岸进口整
体通关时间6.97小时，出口整体通关时间0.53小
时，通关时间位列海南各口岸前列，主要进口产品
为煤炭，主要出口产品为天然气。

“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
正式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白沙：

30个审批事项下放乡镇
本报牙叉 1 月 21 日电 （记者曾毓慧）海

南日报记者从近日发布的《关于白沙黎族自
治县赋权乡镇事项清单（第一批）的通知》获
悉，原先由县级部门审批的 12个行政许可事
项和18个公共服务事项的审批权限将下放各
乡镇。

据介绍，第一批 12 项赋权乡镇的行政许
可事项包括：再生育服务证审批、二次供水单
位卫生许可证核发、出版物零售单位、个体工
商户变更审批（告知承诺制）、食品经营许可证
首次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等。第一批18
项赋权乡镇的公共服务事项包括：就业登记、
失业登记、务工交通补贴、就业援助对象认定、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补缴、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登记、本辖区内土地权属争议调
处等。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郭丹蕾

“上行来车、道口铺面正常、栏门已关
闭。”1月20日8时许，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
抱本道口，邢孔忠向即将到来的列车发出安
全信息。

邢孔忠是海口综合维修段黄流镇综合维修
车间的一名道口工，加入铁路部门已有40年，当
道口工也有15个年头了，今年7月邢孔忠就将
年满60岁，已进入退休倒计时，这也是他作为道
口工守护的最后一个春运。

道口工是铁路部门的一个工种，主要负责关
闭和开通铁路道口，检查和维护道口设备，记录
道口运行情况。每当列车来临时，邢孔忠要提前
3分钟至5分钟关闭栏门，对道口铺面设备进行
检查，确认设备正常，与司机进行道机联控，并站
立在岗位上接车，确保列车安全通过道口。

道口旁边的小屋子就是邢孔忠的工作间，屋
子虽然只有8平方米，但包括一张桌子、一个凳
子、一个柜子以及一些作业设备，可谓“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一个人在岗位上，确实也会感到孤单，但干
了这么多年，每当列车安全通过道口，我心里就
会感觉十分踏实。”正说着，工作间电话声响起，
邢孔忠立即接起电话，听筒中传来指令：“有列车
接近——”

邢孔忠挂完电话后立即快步走出办公室，
对道口铺面设备进行检查后，提前5分钟关闭
了栏门。等待司机呼叫道口后，他笔直地站
在岗位上接车。待车通过，确认道口正常后，
他又打开栏门，将来车信息通知邻近道口，并
进行登记。

这样的场景在邢孔忠的15年职业生涯里已
重复了不知多少次，无论刮风下雨，炎炎夏日，他
都要重复这些标准操作流程，只为确保列车安全
通过道口。

邢孔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21年那场惊心
动魄的经历。当时，有一辆农用挖沟机经过道口
时，车后的两个钩子把三块道口板勾起，这将严
重影响行车安全，邢孔忠看到后，立即打电话向
邻近车站发出警示信息：“道口发生故障，请立即
扣车。”

通知完后，他遵循“先防护后处理”的作业标
准，立即关闭栏门，并在道口两边线路上插了防
护红牌，随后通知工班长以及车间值班室组织人
员立即来现场处理。待人员处理完后，他又进一
步确认线路达到列车放行要求后，才通知两头车
站放行列车。

今年春运是邢孔忠从事道口工作后第15个
春运，邢孔忠依旧一个人默默坚守在他那8平方
米工作间里，守护着铁路道口的平安。

（本报抱由1月21日电）

海口综合维修段道口工邢孔忠15年如一日保铁路春运平安

8平方米小屋里的坚守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向勇刚 吉家郑

1月19日，春运第三天，12时20分，万吨巨
轮粤海铁4号正乘风破浪由南向北行驶，船舶客
运员徐满像往常一样开始巡视客舱，提醒旅客戴
好口罩，劝导客舱外的旅客进舱入座。

12时55分，当他巡到外围甲板时，看见有
一个空轮椅放在门口，出于职业敏感，他走向水
手值班室，查看是否有特殊旅客需要帮助。刚走
进值班室，他就看到有位行动不便的旅客正在里
面休息，且神情有些焦虑。

徐满见状，立即走上前去询问旅客情况，得
知这位旅客家住广东茂名，在海口务工时不慎摔
伤了左腿脚踝，因家人不在身边，加上临近春节，
所以选择回家治疗。

旅客说，自己是一个人，刚刚在海口南港是
朋友送上船的，等会船靠港了，他还不知道怎么
下船，情绪显得有点低落。

徐满立即安慰旅客并请他先安心休息，不用
担心下船的问题，到北港后他将送旅客下船。旅
客听后如释重负，情绪好了很多。

当天13时 30分，粤海铁4号渡轮停靠铁
路北港，忙完其他工作的徐满，与客运主任周
宇轩准时出现在水手值班室内。徐满背起该
旅客，周宇轩则带上旅客的行李、轮椅，两人
一道把该旅客护送至北港客运站，和港口当
班客运员做好交接，并叮嘱该旅客回家好好
休息。

临别时，旅客激动地握着徐满的手连连道
谢：“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要是没有你们的帮
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徐满则笑着说：“出门在外，谁还没点事呢，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您不用挂在心上，欢迎下
次再来乘坐我们的船。”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如同寒风中的
一股暖流，传递着铁路轮渡人的温度。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

负伤旅客无法独自下船，轮渡客运员一路护送——

你背人的样子真帅！

文昌冯家湾产业园多个项目加快施工

现代厂房拔地而起
高效养殖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