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岛旅客377.06万人次,同比增长36.04%

出岛旅客389.51万人次，同比增长40.17%

进出岛车辆69.93万辆次,同比增长45.16%

1月17日至2月25日

海南进出岛旅客766.57万人次

同比增长38.11%

其中

其中

进岛车辆35.60万辆次，同比增长42.38%

出岛车辆34.33万辆次，同比增长48.15%

民航旅客吞吐量511.07万人次，同比增长30.20%

航班起降38359架次，同比增长30.00%

港口进出岛旅客255.5万人次，同比增长57.40%

其中进岛旅客 125.4万人次，同比增长50.35%

出岛旅客 130.1万人次，同比增长64.86%

制图/杨千懿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潘彤彤 伍勇翰）为期40天的2022年春运于2月
25日落下帷幕。海南日报记者2月26日从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

■■■■■ ■■■■■ ■■■■■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2月 23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万
宁市乌场海湾看到，新建的南防波
堤和西防波堤同时推进建设，已分
别向大海伸进了500多米和200多
米，长臂勾机、挖机等70台大型船
机设备进场施工，180多名工人在
现场忙碌。

万宁乌场老渔港，背靠吉岭和大
岭两个小山岭，两个山岭间形成的海
湾可供避风的水域面积很小。加上
原先仅有的一处南防波堤只有300

米长，当台风来袭，为了渔船渔民安
全，就需要用吊车将港内数百艘渔船
一一吊上岸。

2021年 9月，万宁乌场一级渔
港建设项目开始动工，新建1282米
的南防波堤和692米的西防波堤。
建成后将形成包括生产作业港池和
停泊与避风水域的新渔港，并可形成
一个集渔业生产服务、休闲渔业、滨
海旅游为特色的渔港经济区。

“每天光运石车就有上百辆车
次，进行大规模防波堤抛石作业，平
均每天抛石5000立方米，最高一天

抛石达到8000立方米。我们要赶在
今年台风季来临之前，实现南防波堤
和西防波堤的合围，形成对港区的保
护，保证今年渔船可以安然在港池内
避风。”施工单位中交第三航务工程
局有限公司万宁乌场一级渔港项目
经理张曰瑞介绍。

为了保证今年台风来临时渔船
能在港内避风，乌场一级渔港施工
项目的主要管理人员和50多位工
人春节坚守工地，保证施工不停。

“今年大年初五我们就联系块石供
应，初八就开始大规模的抛石作业，

每天还有两艘运输船参与运输石
料，陆运和船运并举作业，加快建设
速度。”张曰瑞说。

“目前，南防波堤抛石完成进度
的32%，西防波堤抛石完成进度的
34%。我们有信心完成第一季度
8300万元投资额的工程量。全年计
划完成3.3亿元的建安费，我们提出
争取完成3.8亿元。”张曰瑞说。据了
解，乌场一级渔港合同工期三年，设
计渔港卸货量6万吨/年，考虑到民生
需求，施工方力争提前半年完成。

（本报万城2月26日电）

万宁乌场一级渔港力争今年台风季来临前实现南、西防波堤合围

建设提速 为渔船安“新家”

海南网上年货节
网络销售额超89亿元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记者罗霞）商家网上
促销活动丰富多彩、市县线上推介当地精品……
自今年1月10日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省商
务厅牵头举办的2022海南网上年货节举行，各项
促销活动有序开展，有效促成海南产品网上销售
89.68亿元，同比增长18.92%。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2月26日从2022海南网上年货节承办方获悉的。

2022海南网上年货节共迎来线上线下近千
个商家、品牌参与，各大平台利用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拼多多开展线
上“多多买菜年货节”，美团开展“春节不打烊”“美
好团圆节”“冰雪嘉年华”等活动。本次网上年货
节参与商户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6.79%，用户同
比增长42.64%。

我省各市县积极参与网上年货节，“云”上赶
大集活跃。万宁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直播带
货活动。屯昌县通过线下售卖及线上直播带货的
方式开展年货节活动，对特色农产品进行推广宣
传。陵水黎族自治县重点推介圣女果、地瓜、马鲛
鱼、小银鱼、萝卜干、沙虫、椰子油、手工艺品等特
色农副产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了“虎年
嗨购 琼惠万家”直播活动。

为延续年货节的热度，促进网上消费，由省商
务厅、省工信厅主办，海南广电联动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海南广电超级水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办
的2022海南网上年货节主播带货大比拼活动于
2月24日举行。本次活动以电商直播为纽带，广
泛发动全省直播商家、主播参与其中。

明起澄迈县城片区
学校、幼儿园正常开课

本报金江2月26日电（记者高懿）
2月 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教
育局获悉，从2月28日（下周一）开始，
金江镇县城片区（包含大拉片区）各级
各类学校、幼儿园恢复正常教育教学
工作。

据澄迈县教育局要求，县城片区
各学校、幼儿园要合理安排学生上一
节关于疫情防控知识的专题课程，加
强本校园师生疫情防控应急能力；全
县各学校、幼儿园要继续加强校园常
态化防控管控工作，对校门实行封闭
管理并严格落实出入校门人员实名
制登记、测体温、严查健康码及行程
码等工作。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2月 26日，海口市2022年教育
工作会议召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海口市教育局今年将继续
把“双减”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同
时，将通过深化集团化办学，优化
乡村教学点布局、在乡镇学校全面
铺开午餐午休服务等方式，不断提
升乡村教育工作水平,推动教育均
衡发展。

2022年，海口将继续争做“双减”
优等生。严格审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动态清零无证培训机构。强化
从业人员、培训内容等日常监管，实现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全覆
盖。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继续推行
课后服务“5+2”模式，拓宽课后服务
资源渠道。

完善中小学相衔接的美育课程
体系，探索引入优秀艺术人才、运动
员担任专兼职教师。推进中小学和
职业学校劳动教育，开展中小学生职
业启蒙教育。

在抓好教育重点项目和为民办实
事事项方面，海口今年将抓好人大附
中海口实验学校中学部项目建设，确
保今年9月前投入使用，实现部分招
生。指导代建单位加快海口旅职校二
期扩建、琼山四小改扩建、实验高中改

扩建和秀英区特殊教育学校等6个续
建项目建设，完成丘海学校、向荣学
校、灵山中学扩建等8个项目前期工
作，争取早日开工，积极推进海口现代
职业学校前期工作。年度计划新增义
务教育公办学位8280个。

为不断提升乡村教育工作水平，
海口今年将对乡村教学点进行优化
调整，在乡镇学校全面铺开午餐午休
服务。同时，扩大农村特岗教师计
划、乡村学校省级公费师范生定向培
养项目实施规模，采取定期交流、岗
位竞聘交流、校际帮扶交流等方式推
动城镇学校向乡村学校、优质学校向
薄弱学校、中心学校向农村小学和教

学点交流轮岗。
2022 年，海口将继续拓宽师资

队伍补充渠道。推动招聘引进1000
名优秀校长教师。推进与国内12所
优质师范类高校的合作，探索校、地
教育交流合作、教研科研课题、教师
专业培训、校本研究实践等方面的共
建活动。

同时，海口将加强校长教师培养
培训。深化与教育发达地区合作，选
派优秀人才赴上海、广州等地挂职跟
班学习，以点带面，引领提升该市中
小学（幼儿园）教学管理团队的管理
水平。

深化校长、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落实学校岗位竞聘和聘期考核，
推动校长教师轮岗交流。继续推行中
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构建教
育教学研究体系，加强专兼职教研队
伍建设，逐步配齐所有学科专职教研
员。出台学科教研员考核办法，建立
可进可出的“旋转门”制度。

为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海口
还将深化集团化办学。推动区域内义
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加强
对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的帮扶，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进一步简化招生程
序。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
民同招”。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海口今年拟新增公办学位近万个，引进千名优秀校长教师

乡镇学校全面铺开午餐午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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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海南进出岛
旅客766.57万人次
同比增长38.11%

◀上接A01版
通过我省“多规合一”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常态化
监管。来自全国各地的168家南繁单位在已有
南繁用地基础上，新流转土地2.72万亩，满足了
现阶段南繁单位的用地需求。在建设用地指标
非常有限情况下，三亚、陵水、乐东三个市县共
划定783亩南繁配套服务区用地建设，建设服
务配套措施，解决科研、生产、生活保障跟不上
问题。

此外，崖州湾科技城还大力推动资源聚集，加
速推进创新主体和种业企业落地。近两年来，中
科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非洲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引进先
正达（中国）、隆平生物、九圣禾种业、敦煌种业等
优质涉农企业陆续落户崖州湾科技城。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志
伟博士告诉记者，自2019年落户崖州湾科技城
后，园区提供了实验室、办公室等场所，帮助企业
实现快速成长，并获得了多方注资，已成为市场估
值超过25亿元的高新技术种业企业。

“在三亚，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育种实验。”贾
志伟说，公司重点研制生物育种的关键“芯片”，如
抗虫新基因、玉米基因编辑、雄性不育及抗旱节水
等新技术创新，在三亚不仅能实现热带四季不间
断生物育种技术创新目标，还能布局全季产业链
的研发。

据统计，目前已有20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
420多家涉农企业进驻崖州湾科技城，国家南繁
作物表型研究设施、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
化中心等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序推进，将统
筹各方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本报三亚2月26日电）

“南繁硅谷”做强种业“芯片”

渔业转型“三个走”系列报道之三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倒水、过滤、筛苗。2月24日，文
昌市会文镇烟墩村昌朗仔村民小组，
村民詹声照坐在小板凳上，裤腿挽到
膝盖处，熟练地给盆子里的东风螺苗

“洗澡”。
小水盆里头，游着约90万头东风

螺苗，一般经过25天的养殖就可以作
为螺苗出售。

“90万头东风螺苗约1斤重，按1
头东风螺苗卖1分钱的行情来算，这
里头能卖9000元哩！”1990年出生的
詹声照，大学毕业后就回乡养螺，是新
一代渔民。“从早上6点忙活到现在，
有钱赚，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詹声照和父亲一起从事东风螺养
殖。他们的养殖场设有三大车间24

个池子，覆盖东风螺螺苗孵化、成品螺
养殖销售，基本实现订单式养殖，去年
年产值达160万元。

娇贵的东风螺适宜生长的温度是
23℃～24℃，但前段时间海南出现的
连日低温降雨天气，却没让它们变得
不好“伺候”。詹声照的厂里，温度、氧
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养殖指
标均可人工控制，可实现全年养殖，产
值自然也上得去。

“你看，这条粗管子是发热管，保
持恒温能让东风螺更舒适。”詹声照指
着清澈的水池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这几天气温低，还要给池子盖上薄膜
保温。而螺苗‘洗澡’，主要是预防疾
病发生。”

“阿照是大学毕业生，脑袋就是
灵！”一旁的昌朗仔村民小组组长詹孝

福接过话茬笑着说道：“阿照的老爸原
本并不掌握育苗技术，但阿照肯学肯
干，掌握了技术，而且从卖螺到卖苗，生
意越做越大！”

事实上，烟墩村对卖苗生意并
不陌生。这个背靠会文镇冯家湾的
村子，自1989年第一家虾苗繁育场
落地以来，水产养殖业迅猛发展，曾
被誉为全国的“虾苗谷”。但由于缺
乏科学规划和有效监管，“虾苗谷”
长期无序发展、直排污水，导致冯家
湾一带海水养殖污染，部分区域沙
滩淤泥化。

因此，海南省政府根据督查反馈，
要求冯家湾生态红线区海水养殖全部
退出。同时《全省水产养殖规划》也提
出全面清退冯家湾禁养区内养殖。
2020年，文昌市规划建设冯家湾现代
化渔业产业园，鼓励当地养殖户“上
楼”发展，引进企业、科研院所等，吸引
产业集聚。

从小处看，养殖东风螺需要干净
的水质，养殖就是养水、养环境。詹孝
福说，这几年，家家户户新建设的环保
设施成为养殖场的“标配”。而渔业养
殖所用的海水均从600米外的冯家湾
海域抽调，经过滤后流入养殖池；养殖
尾水经抽送水系统再回到沉淀池、过
滤池，处理后循环利用。

从大处看，詹孝福发现，水养好了以
后，烟墩村这几年出现了“三多”：返乡创
业的大学生多了、餐馆多了、游客多了。

“我数过，光我们烟墩村就有40
多个小吃店，包括老爸茶店、餐饮店，
这在整个文昌都是少有的！”詹孝福
说，养殖产业不断壮大，也吸引许多外
地人来烟墩村“淘金”，推动了当地经
济发展。日益干净的冯家湾沙滩也成
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吸引越来越多
的游客前来“打卡”。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渔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农业农村绿色

发展的重点。为了引导渔民“往岸上
走”，我省大力推动渔业养殖业往岸
上转移，产业向岸上集聚，渔民在岸
上增收。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编制了《海
南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禁养区
539.88万亩，明确了水产养殖业发展
边界。清退禁养区12.97万亩，引导
渔民往养殖园区转移，文昌、昌江、东
方等市县建设了一批现代渔业产业园
或示范基地。此外，两年来，全省压减
渔船1123艘，拆解涉渔“三无”船舶
2039艘。把退养退捕渔民转产转业
作为核心工作，发放转产补助资金4.4
亿元。通过园区养殖、务工就业、公益
性岗位等渠道，解决了近7000名渔民
生计出路问题。

如今，每到傍晚，詹孝福喜欢饭后
一个人来到冯家湾这片沙滩上散散
步，吹吹海风，憧憬着更好的新生活。

（本报文城2月26日电）

我省推动渔业产业向岸上集聚，实现工厂化养殖，文昌会文镇烟墩村迎来转型——

“虾苗谷”里响螺号 渔民“上岸”谋转型

海上“美容师”水域守护者
本报椰林2月26日电（记者王迎

春）伴随着“突突突”的马达声，站在船
头的保洁员用手中的网兜清理着海面
上的垃圾，水藻、树枝、塑料袋、空瓶子
等漂浮物被逐一打捞到船上。2月25日
下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潟湖上，几
艘保洁船正在开展海上环卫作业。

陵水于2021年全面启动海上环卫
工作，面对岸滩和近海海洋垃圾的治
理，组建海上保洁队伍，构建起完整的
收集、打捞、运输、处理体系，并实现常
态化、规范化管理。

据了解，陵水实施岸滩和海上垃
圾收集与清理项目，采购垃圾清运车
10台，垃圾清运船10艘。按照海域
及岸滩面积，分配至该县新村镇、三才
镇、黎安镇。该项目实施区域为沿海
岸低潮线向海一侧200米、河流入海
口、海港（潟湖）、码头水域的海面，以
及近岸滩涂。

陵水县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陵水通过实现岸滩、河流入海口和近
海海洋垃圾治理常态化，进一步打造
整洁海滩和洁净海面，助力全县特色
海洋经济发展。

➡ 2月24日，保洁船正在开展
海上环卫作业。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