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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傅
人意）5月14日上午，海口市甲子镇
甲子村村民符大飞骑着三轮摩托车，
载着一堆“垃圾”来到海口市生物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工作点。他没想
到，这些看似没用的豆角藤蔓条，还能
换回四包蚯蚓有机化肥。

以物换物，是海口市生物再生资
源循环利用项目运营方海南晟延农业
投资有限公司为了鼓励农民回收综合
利用秸秆的一个新办法。

每年2月至6月，海南冬季瓜菜、
早稻陆续收获后会产生一些废弃秸

秆。以往，一些农户直接将秸秆进行
露天焚烧，既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
响，也没有合理利用这些“宝贝”。

“综合回收利用秸秆涉及收储环
节，最难的还是收，所以我们通过‘以
物换物’的方式鼓励农户自主收储运，
如果达到30吨还将奖励1吨蚯蚓有机
肥。”海南晟延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钟小龙介绍，目前农户积极性较高，
在甲子镇有4个村庄与该企业合作，今
年以来已经回收利用6000吨秸秆。

如何处理回收的秸秆？在该项目
136亩的基地里，一座座光伏大棚下，

这些经过粉碎初处理的秸秆被放到一
张张“黑床”里，通过加入一定配比的
生物菌，经过发酵后，混入牛粪、蚯蚓
粪做成有机肥。

钟小龙介绍，目前这种农光互补
的模式在秸秆回收利用过程中能有效
控温，还能高效提升土地利用价值，接
下来公司还将立体养殖蚯蚓，扩大秸
秆回收利用规模。

在海口市红旗镇农林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中心，废弃的秸秆有了新的去
处，被制作成肥料后成为“护菌使
者”——一袋袋蘑菇菌包在秸秆肥料

的培育下，长势喜人。
“目前我们对农林废弃物的处理量

为10吨/日。”该中心运营方北京环境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资源综合利用事业
部部长庞岩介绍，秸秆作为农林废弃物
堆肥项目收集的原料之一，将其堆肥处
理能有效减少秸秆随意抛弃等系列环
境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秸秆离田利用
率，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王登峰博士介绍，秸秆
是成熟农作物茎叶（穗）部分的总称，
是农作物在收获籽实后的剩余部分。

在海南，秸秆的类型涉及水稻、玉米、
常年瓜菜、果树等，其中早、晚水稻和
玉米的秸秆收集量占全省秸秆资源量
70%以上。

“水稻秸秆回收利用的一个重要方
式是就地还田，地瓜、花生、玉米等秸秆
可用作肥料。”王登峰说，本月开始，我
省多市县进入早稻收割季节，稻谷收割
后产生的秸秆资源是优质的有机物料，
通过就地还田可提高土壤地力，实现绿
色循环农业发展。目前作为我省2022
年农业主推技术的“水稻秸秆低茬机械
收割还田技术”已实现全面推广。

海口探索“以物换物”等模式，激发农户回收利用秸秆积极性

“秸”尽所能“秆”蹚新路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微风轻拂，碧波荡漾……5月
13日上午，在定安县定城镇南蛇
沟，一派火热景象呈现在眼前。
当天，定安多部门联合在此开展
南蛇沟水浮莲清理行动。干部群
众撸起袖子，挽起裤脚，扛起铁
耙，个个干劲十足，一抡紧接着一
抡，将耙尖砸向水中的一片片水
浮莲。

“南蛇沟毗邻定城镇下坡村、西
门社区和南珠社区，由于流域周边
污水管网不完善，受生活污水直排

影响，河中污染物成分较高，导致水
浮莲泛滥。”站在南蛇沟岸边，定安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李根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经过前期摸排，南蛇沟
的水浮莲面积约占整个水体面积的
一半。

烈日的烘烤，仿佛打开了汗水
的阀门，只见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
大伙额头流向脸庞，一滴接着一
滴。“任务重，时间紧，一起加油
干！”似火的骄阳下，大家不忘相互
鼓劲。

李根介绍，水浮莲是一种外来
入侵物种，喜欢温暖湿润、阳光充

足、营养丰富的环境。尽管水浮莲
有一定的药用功效，但其过度繁殖
往往会阻塞河道空间，影响农作物
灌溉和防洪排涝，同时使水体中的
溶解氧含量减少，影响水体中的生
物多样性。

除了人工作业，当天记者还在
清理现场看到了挖机和橡皮艇等辅
助工具。据悉，定安还将通过无人
机喷洒生物药剂等手段，对定安全
县流域内的水浮莲进行全面清理。

“我们将分清理存量、遏制增
量、建章立制3个目标，统筹并进、
多措并举开展水浮莲清理‘百日大

战’攻坚行动。同时定期开展‘回头
看’，及时查‘漏’补‘缺’，确保开展
有结果，执行有效率。”李根表示，对
于清出的水浮莲，定安将主要通过
晾干后掩埋，以及与秸秆共同综合
利用等方式“变废为宝”，实现绿色
循环。

据悉，5月13日当天，定安共
清除南蛇沟河内水浮莲面积1100
平方米，共计清理水浮莲 27.6
吨。恢复顺畅“呼吸”的南蛇沟，
如今已逐渐呈现出一派水清岸绿
的新图景。

（本报定城5月15日电）

关注全国助残日

我省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促进残疾人就业
保障残疾人权益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良
子）5 月 15 日是第 32 次全国助残
日。连日来，我省多地开展第32次
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共
同关注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及扶残助
残良好风尚。

5月15日，海南省残联围绕“促
进残疾人就业 保障残疾人权益”主
题，在海口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日系
列活动。活动现场设有残疾人就业
政策咨询、盲人按摩、辅具适配、义诊
义卖等服务，并开设省残疾人事业成
就展。

海南省户籍残疾人：
通信资费有优惠
不低于普通用户50%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海南省
通信管理局、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下
发通知，决定扩大残疾人信息消费优
惠政策受益对象。

通知指出，对本省户籍残疾人使
用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手机短信、数
据流量、宽带网络服务等方面，给予不
低于普通用户50%的资费优惠。中
国电信海南公司、中国移动海南公司、
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要针对本省户
籍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制定“科学合
理、优惠实用”的专属优惠套餐。专属
优惠套餐给予不低于普通用户50%
的资费优惠。对本省户籍残疾人用户
的一次性收费项目（如安装、使用数字
电视服务费，有线宽带安装费、材料
费、调测费等）应给予不低于普通用户
50%的收费减免。

具体的办理方式是本省户籍残疾
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残疾人证
原件到省内各基础电信企业在市、县
指定营业厅办理。

坚决打好
“六水共治”攻坚战

定安开展水浮莲清理行动

清水面“绿毯”畅河道“呼吸”

5月13日，定安多部门在定城镇南蛇沟联合开展水浮莲清理行动，对河道内的水浮莲、生活垃圾等进行清理。 通讯员 王琳文 摄

儋州开展2022年
“人才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主题
为“‘儋’当有为‘州’到服务”的儋州市2022年“人
才月”系列活动近日在洋浦滨海文化广场启动。
活动旨在让人才更了解儋州爱才、惜才的政策举
措，为人才交流、人才项目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
助推儋州洋浦在全省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人才聚集
高地。

在活动启动当天，儋州人才标识正式发布。
此外，活动还举行了专家服务乡村振兴项目、技能
人才培养项目、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盟项目等人才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为高层次人才代表颁发证书。

儋州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儋州洋浦将持续
优化招才引才政策和营商环境，让人才创新创业
更省心、更便捷；不断优化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
的人才环境，让人才在儋州洋浦工作能成长、有奔
头；将致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生态环境，
不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本报那大5月15日电（记者刘
婧姝）经过一个多月的救治，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搁浅的印太瓶鼻
海豚，目前重创伤口已恢复90%以
上。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15日从
儋州市海花岛海洋生物科研基地获
悉的。

4月7日，一只受伤的印太瓶鼻
海豚在棋子湾沙滩边搁浅，经多方合
力救助后，被转送至儋州海花岛海洋

生物科研基地进行专业治疗。
据介绍，该印太瓶鼻海豚体长

250厘米，体重190千克，背部呈深灰
色，被送至基地救治时处于休克状
态，体表有3处外伤，体温低于正常。

“当时我们看到海豚入池后无
法掌握平衡，更不能自主游动和呼
吸，也不进食。血液指标显示体内
有炎症、脱水。”儋州海花岛海洋生
物科研基地动物总监张玉东说，为

保证海豚的营养供应，先进行了灌
胃、补水等医疗操作，而后根据血液
指标，让海豚口服了助消化药物及
肠道菌群调整药物，并肌肉注射抗
感染药物。

不仅如此，驯养员还每日下水伴
游，并适当为海豚进行肌肉按摩，帮
助它恢复游动能力。可喜的是，在悉
心照料约1周后，海豚食欲及身体机
能逐渐恢复。“现在海豚每天能进食4

次，每次可进食约2公斤，精神状态
也正常了。”张玉东说。

当前，海豚血液指标显示海豚肝
脏转氨酶偏高，仍存在慢性炎症，接
下来将持续进行药物治疗，并保持每
10天左右进行一次血检。此外，在外
伤基本痊愈的情况下，海豚将于近期
从较小的医疗池转入至水体更大的
生活水池，以扩大海豚的活动范围，
增加活动量，保证海豚的健康恢复。

三亚加大企业纾困扶持力度

向9家旅行社暂退
100%质量保证金

本报三亚5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5月1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截至目前，
三亚已向9家申请的旅行社暂退了100%的质量
服务保证金，办公租金补贴细则也将于近日出台。

4月，三亚发布了《三亚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的若干政策》，加大企业纾困扶持力度。其中明确
提及，2022年将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
比例最高提至100%，以及给予旅行社办公租金
补贴。

据悉，旅行社服务质量保证金是由旅行社缴
纳，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
的专用款项。2020年，三亚出台“旅游十条”，明
确规定旅行社可申请暂退80%的服务质量保证
金，以缓解旅行社资金压力。据统计，2020年以
来，三亚共计向168家旅行社暂退服务质量保证
金3340.76万元。

“《三亚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出
台后，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暂退比例由原来的
80%最高提至100%，截至目前有9家旅行社暂退
金额达到了100%，其中最高一家旅行社暂退服
务质量保证金超过了90万元。”三亚市旅文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旅文局正在收集各个旅文
企业的需求，并计划进一步出台对涉旅企业的纾
困扶持政策，让更多涉旅企业享受到政策的关怀，
提振旅游行业信心。

非法吸收存款1424万元

一网逃人员在三亚落网
本报三亚5月15日电（记者李梦楠 通讯员

陈俊锐）5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警方获
悉，日前，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南滨派出所迅速
出击，成功抓获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据悉，5月9日上午，南滨派出所接到市局合
成作战中心报称，一名在逃人员在崖州区南滨居
附近出现。经走访摸排，民警锁定了在逃人员踪
迹，并于当晚23时许，在南滨居某小区将在逃人
员王某亮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亮（男，44岁），2014
年至2015年其在河北某公司任职股东期间，明知
该公司不具备金融机构资质，仍以存款高息诱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1424万元，后被河北晋州
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
亮已移交河北晋州警方。

打造城市文化时尚打卡点
海口演艺新空间（二期）
完成投资1.3亿元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混凝土从高处浇筑
而下，工人们用铁锹摊铺均匀，确保填
满整个缝隙……5月15日上午，在海
口演艺新空间（二期）项目现场，十余
名工人在楼板上浇筑混凝土，一旁的
大型机械发出轰鸣声，现场一派热火
朝天。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紧
邻海口湾演艺中心，是海口人民剧场
及配套项目的衔接工程，总建筑面积
约2.6万平方米，主要新建1栋地下2
层、地上5层（局部二至三层）海口演
艺新空间，总投资约2亿元，将打造两
个剧场。项目将以戏剧观演活动为导
向，注重空间组合形式，将传统剧院空
间与创新型室外剧院活动空间相结
合，打造当代新型剧院建筑。作为省
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项目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海口湾片
区重要的精品文艺演出基地，着力打
造城市文化时尚打卡点。

“目前综合剧场地下室已基本封
顶，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
工序。”海口演艺新空间（二期）项目生
产经理黄彦心告诉记者，为了推进项
目建设，目前现场210余名工人正在
抓紧施工，同时部分不产生噪音的工
种还实行24小时施工。

据了解，目前海口演艺新空间（二
期）项目已完成投资额1.3亿元，“接
下来我们还将做到疫情防控和生产建
设两不误，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力争今
年年底完工并交付。”黄彦心说。

昌江棋子湾受伤搁浅海豚获多方全力救治，目前恢复良好

重创伤口已恢复90%以上

昌江企业引入节水灌溉技术
助力“六水共治”

拧紧节水阀 降本又增效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

员符长雨）近日，在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尚岭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岭农业）火龙果种植基
地内，工人开启灌溉设备，细密的水流洒出，成片
的火龙果长势喜人。

“抓节水”是“六水共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据
悉，为全面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尚岭农业火龙果种
植基地引进进口灌溉设备，采取滴灌、微喷、高喷
的灌溉模式，在实现精准、高效节水同时，更利于
火龙果的植株生长。

“之前我们采取的是喷带的灌溉模式，用水
量大，导致各方面成本相应较大。现在，全部换
上这套从国外进口的灌溉设备，用水量减了一大
半。”尚岭农业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引进先进节水设备外，基地还积极探索
生态种植等节水方式，采取树皮覆盖草生栽培模
式，减少水分蒸发流失，降低灌溉频率，更精准地
确定火龙果需水时期，确保土壤湿度，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

“垄面铺树皮作用就是保水、保肥、调控土壤
温度。”尚岭农业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该基地还种植柱花草，这是一种豆科植物，具有固
氮的作用。

据了解，该基地按照国家级生态农场的标准
建设，根据测算，使用节水灌溉技术后，整体的用
水量比同等规模的农场要低10%到15%，节水效
果显著。

工作人员下水伴游，帮助受伤海豚恢复游动能力。 工作人员在为受伤海豚喂食。
（本组图片由儋州市海花岛海洋生物科研基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