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本报屯城3月24日电（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林小丹）3月24日，屯昌
县产城融合示范区北侧，机械轰鸣、
工人往来间，一条长3.4公里、宽26
米的园区大道轮廓渐清，预计今年4
月下旬可实现功能性通车。

园区大道起点交于和谐大道（规
划中），终点交于海榆中线，是屯昌产
城融合示范区路网架构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连接贯通园区与县城城
区的主要通道。该项目于2018年
11月底开工建设，原本预计2020年
年底竣工。然而，距离原定竣工的日
子过去一年多，园区大道却迟迟未见

通车。
屯昌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

主任黄光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是
因为公路红线范围内3间民房征收
拆迁未果，导致路面施工“卡壳”。

为破解这一堵点难题，今年3月
中旬，屯昌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
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成立由屯昌县资规局、县发改委、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屯城镇政府等多
部门与乡镇组成的攻坚小组，就民房
征收拆迁问题进行协调与沟通。不
到3天时间，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便获
妥善解决。

目前，3间民房均已拆除，园区
大道施工受阻路段正在进行水稳层
铺设，剩下路段的沥青摊铺及人行
道、路灯亮化等配套施工已基本完
成，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记者了解到，园区大道沿线已入
驻有海南太极海洋药业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园区大道的建成将有效
改善入驻企业的交通运输条件。与
此同时，该县也正继续加速完善示范
区内的其他道路骨架，逐步补齐天然
气管网、污水收集管网等基础配套设
施短板，切实提升园区承载力，精心
筑巢引凤来。

本报讯 （记者刘婧姝 特约
记者黄兆雪）近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管理
中心传来好消息：鹤鹬首次在该
公园被拍照记录。截至目前，海
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记录到的
鸟类总数共 157 种，国家二级保
护鸟类28种。

体长约26厘米，身着灰褐色
羽毛，一双红色的细腿十分亮眼，
展开翅膀用力扇动时，便会露出
雪白的肚皮……鹤鹬，这一在我
国仅繁殖于新疆的鸟类，于近年

来在部分南方地区不断被记录。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00 年 8
月，鹤鹬被国家林业局列入《国家
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

近日，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
点）管理中心在对湿地进行2021年
至2022年度第四次鸟类生态监测
时，发现2只鹤鹬。

“它们混在珩鹬群里，相似度
高，很难辨别。”昌江海尾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管理中心副主任薛美

丽说，当天结束监测后，她在整理
照片时才发现，有2只脚爪通红的
水鸟与珩鹬不同，经专家鉴别后确
定这是鹤鹬。

“这是该湿地公园发现的过冬
水鸟中的新物种，而在2021年12
月进行鸟类生态监测过程中，首次
发现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脸琵
鹭，同样在此过冬，说明湿地整体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具备珍稀鸟类
的栖息条件。”负责此次鸟类生态
监测的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项目
主任蔡挺告诉记者。

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又记录到一种鸟类

岸绿水清，引来鹤鹬“出镜”

屯昌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园区大道4月或实现功能性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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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除了上课，还要穿插进行教研、批
改作业等工作，晚自习时给学生答疑
解惑……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高三语文教师兼班主任邹燕妮的时间
经常被工作填得满满当当。

3月24日，在该校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的邹燕妮说，6年前，自己在
河南省南阳市油田一中担任高中语文
老师时，从报纸上看到了海口筹建北
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并面向全
国招聘老师的消息，不禁心生向往。

和家人商定好后，邹燕妮做出了
让不少亲朋感到诧异的决定——告别
家乡，辞职到海南“闯荡”。

来到海南后，邹燕妮发现自己需
要学习提升的地方非常多：“身边的同
事来自五湖四海，此前也都是业务骨
干，互相之间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非
常多。学校也给了我们很多在校学
习、外出进修的机会。”

“高中三年，除了完成语文学科的
基本教学任务，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我更希望能够指引学生真正走进文
本，感受中华语言独特的美感与魅
力。”让邹燕妮欣慰的是，她一直倡导
的和谐课堂、动态课堂、情感课堂、高
效课堂在海南能够得到更好实践。

学生们发现，邹燕妮的语文课堂
一直与众不同：为帮助大家感受诗歌
的魅力，她鼓励学生参加经典诵读活

动；为让学生对小说有更深刻的理解，
她组织学生们排练话剧，引导大家体
验书中人物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让语文课成为陪伴学生终身的
风景，这是我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的愿
景。”在邹燕妮看来，海南在全国率先
进入新课程改革，加上学生健康阳光
开朗的个性，让自主、合作、探究式的
学习方式有了更好的实践土壤。

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情景式、体
验式的语文活动的带动下，在邹燕妮
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了语
文，邹燕妮也连年被评为“学生最喜爱
的教师”。

因教学业务精湛、工作认真负责，
邹燕妮也被学校安排担任全校语文学
科教研组长。平时，除了给自己班上
学生上课，邹燕妮还要带领全校老师
开展教研活动，帮助青年教师提高课
堂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

如今，邹燕妮的丈夫、孩子以及父
母已全部随迁海南。“现在，我们全家
都成了真正的‘新海南人’！”邹燕妮
说，一系列落户、住房、子女入学方面
的服务，彰显了海南招才引智的诚意。

因学校位于海口江东新区，5年
来，邹燕妮也深切感受到自贸港的建
设热潮，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

“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
我希望学生们能和我一样，学成归来
后共同建设自由贸易港，作出新贡
献。”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教师邹燕妮：

让语文课成为
陪伴学生终身的风景

海口江东新区
“东港觅古”驿站启动招商
计划建设游客集散中心等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刘梦晓）海南
日报记者3月24日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
悉，海口江东新区“东港觅古”驿站已启动招商。

记者了解到，“东港觅古”驿站占地面积约
100亩，位于江东大道南侧与海文大桥相接
段。项目邀请国内外顶尖建筑师基于驿站定
位及功能配置，对驿站总体范围进行概念规
划，定位为“东港生态的水上花园”和以科技体
验赋能的历史人文资源型驿站。此次，“东港
觅古”驿站将面向具有文旅开发资质或优质旅
游目的地项目开发运营经验的大型集团公开
招商。

“东港觅古”驿站包含基本配置、可选配置
和亮点配置，计划建设游客集散中心、综合能源
补给站、生态廊道、东港生态馆、湿地游园、隐舍
营地、“群岛”浮桥咖啡吧等，将创造具有驿站精
神内核和文化底蕴的人文体验站，以东寨港湿
地秘境探奇寻古为亮点，结合生态酒店或民宿、
湿地营地、意境咖啡馆等消费体验，打造一个诗
情画意的栖居之所。

万宁为58名本土人才
发放“万州人才卡”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日前，万宁市委组织
部（市委人才发展局）为58名万州系列人才发
放“万州人才卡”。持卡人不仅享有个性化的金
融增值服务，还能在就医、出行、景区、酒店、文
化体育休闲等多项应用场景中享受优惠。

据介绍，2021年，万宁市开展了“万州名
家”“万州英才”“万州工匠”和“万州乡贤”等万
州系列人才评选活动，旨在进一步深挖本土各
领域优秀人才代表，补齐人才队伍短板。“万州
人才卡”申领对象还包括在万宁市备案登记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以及被省及万宁市
列入重大培养项目的人才。

万宁市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今后将主动适应人才服务需求变化，不断升
级政策措施，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方位、全链
条助力人才干事创业，努力让人才“引得进、留
得住、用得好”，提升人才在万宁的归属感、获得
感、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省农业农
村厅近日发布2022年31项农业主推
技术，覆盖粮油生产、瓜菜、果茶、水
产、畜牧等类别，旨在加快我省农业先

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全面提升科技
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及稳粮保供的支
撑引领作用。

主要技术项目如下：

我省发布今年31项
农业主推技术

此外，还包括胶园绿肥过腹还田提质增效技术、碱性腐植酸水
溶肥改良酸性土壤技术、四位一体综合防治槟榔黄化现象技术等

粮油生产类

1 海南早稻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水稻秸秆低茬机械收割还
田技术；油棕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甜玉米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毛豆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瓜菜类

2 苦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海南夏秋季设施叶菜栽培
技术；冬瓜氮肥减施增效栽培技术；辣椒水肥一体化技术

果茶类

3
反季节龙眼花果发育调控技术；菠萝蜜高效栽培技术；

菠萝蜜裂皮病综合防控技术；基于畜牧—沼气（蚯蚓）—作物
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技术熟化与示范技术；农业固体废弃物堆
沤技术；芒果水肥一体化技术；柑橘黄龙病源头防控技术

水产类

4 光倒刺鲃养殖技术；大珠母贝近远海接力养殖技术

畜牧类

5
海南规模猪场猪支原体肺炎综合防治关键技术；海南黄

牛快速育肥技术；海南优质肉牛综合养殖技术；肉牛品种改
良技术；生物发酵床生态循环养殖技术；海南中华蜜蜂成熟
蜂蜜生产技术

农机类

6 天然橡胶干燥生产线全自动卸胶机器人；蔬菜生产机械化
技术；地瓜生产机械化技术；新型环保机械化胡椒初加工技术

关注“闯海人才”

文字整理/傅人意 制图/张昕

◀上接A01版
听取了《关于废止〈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
的说明，听取了关于《〈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
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
（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海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
修改〈海口市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等两件法规的
决定》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修改〈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审议意见的
报告，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有关人事任免的报告；审
议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分组审议了以上条例、规定、决定（草案）
和报告、任免案等。

副省长刘平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
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省监察委员会、
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
负责人，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人，部分省人大代
表和有关工委委员，各市、县、自治县人大常委
会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开幕

◀上接A01版
“道学站位于港湾内，日常风力不大，
又是潮位线相对较高的潮间带，适合
红榄李生长。”王式军说，红榄李“娇
贵”，既要避免风力过大折断枝条，也
不能过于干旱或水位过高。

在道学站的红榄李种植基地里，
大部分红榄李已经长到2米左右，长
势较好的已“窜”到3米多高。基地里
除了红榄李，榄李、桐花、老鼠簕等植
物也生长在其中。“除了红榄李，其他
植物都是由潮水带来种子，自然发芽
生长的。”东寨港管理局道学站工作人
员陈娴说。

“红榄李野外种植已经是第三代，
除部分有轻微病虫害外都长势良好。”

王式军说，他从不打农药，有时候要自
己亲手除虫。从2014年移植野外试
种以来，如今已有超过20亩、近千株
的红榄李存活下来。每年的六七月
份，王式军还会来基地捡拾红榄李的
成熟果实，继续尝试种苗培育。“虽然
红榄李在野外种植成功，但自然繁育
存活率依旧很低，仍需加强人工培育
种苗。”

近年来，东寨港管理局开展湿地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东寨港生态修复
和资源保护等项目，推进红树林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红树林面积连片扩大，
在海岸线边缘筑起稳定的生态系统，
更引来许多珍稀物种在此安家。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东寨港濒危红榄李又萌新芽

近日，在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被记录的鹤鹬。

近日，一只鹤鹬在昌江海尾国家
湿地公园（试点）周边的湿地休憩。

本组图片均由昌江海尾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管理中心提供

◀上接A01版
据介绍，“普盛海洋牧场1号”还配备海水

淡化、污水处理、仓储空间、休闲餐厅等生活设
施，采用光伏等清洁能源供电实现能源自给自
足，通过四角锚泊无惧大浪台风，不仅安全可
靠，还实现生态循环可持续运营，是集绿色智能
装备、养殖渔场、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代海洋产
业融合基地。

龙栖湾国家级现代智慧海洋牧场由海南普
盛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由海域与
陆域组成，海域将建设4个智能养殖旅游平台、
50个智能养殖网箱等设施，陆域将建设水产品
加工厂、海洋养殖科研中心等设施，项目总投资
50亿元，建成后年产海产品将超过4000万斤。

该公司董事长纪枨文表示，龙栖湾国家级
现代智慧海洋牧场项目2019年启动，海域项目
与陆域项目同步建设，3月24日，首座智能养
殖旅游平台进场，当天，首个智能养殖网箱也在
洋浦港交接，陆域项目一期建设即将完成，设备
调试后将立即投入运营。

龙栖湾国家级现代智慧海洋牧场项目建成
后，不仅能改善周边海洋环境，达到保护增殖和
提高渔获量目的，还能依托丰富的海洋渔业资
源打造休闲渔业综合示范基地、热带海洋海钓
基地等海上旅游新业态，将成为海南渔业“往岸
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的典范。

海南首座深远海智能
养殖旅游平台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