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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蚂蚁集团联合老牛
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共同捐资支持
该项目，并在蚂蚁森林上线“五源河
湿地公益保护地”。通过蚂蚁森林更
多人关注到蜂虎保护，全国累计有
1300万人通过低碳生活积攒的“绿
色能量”申请守护保护地面积，“人人
一平米”参与到保护“中国最美的小
鸟”行动中来。

“近年来，在海口市政府的主导
下，五源河湿地公园得到很好的保
护，也可以看到海南加快推动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决心和努力。此
次‘森林探访团’能在城市中探访到
湿地公园，感受到海南生物多样性
之美，是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中掀
起的一份浪漫。”刘晨说。

（本版策划/撰文 傅一艺）

1300万网友申领守护的海口五源河湿地有何新气象？

“森林探访团”到访 大赞海南生物之美
每年的4月至6

月，是蜂虎返回海口
五源河筑巢繁殖的
季节。5月26日，来
自全国各地的蚂蚁
森林用户、自然爱好
者、媒体记者组成的
“森林探访团”来到
海口五源河，寻访
“中国最美小鸟”栗
喉蜂虎，共同感受海
南生物多样性之美。

在五源河湿地公园，一只狡黠的飞鸟，
如滑翔机一般“倏——”地掠过天空，很快，
便消失在茂密的森林中，不见踪影。这只飞
鸟，正是飞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中国最美
小鸟”蜂虎。

在海口五源河下游蜂虎保护小区，一片
砂石堆成的光裸砂质崖壁上，有一个个大小
不一的洞穴。

“这是蜂虎用锋利的嘴和爪子在陡峭的
崖壁上建起来的家，这些近一米深的洞穴可
以保证巢穴的温度恒定，便于其在气温急剧
变化的情况下，孵化和养育幼雏。”畓榃湿地
研究所所长卢刚引领探访团按工作人员规
划路径，既不干涉蜂虎的日常栖息生活，也
可以更好地了解蜂虎生活习性。据他介绍，
目前，是蜂虎返回海口五源河筑巢繁殖的季
节，雌性蜂虎正在洞穴里孵化宝宝，雄性蜂
虎则外出觅食，因此这会儿肉眼可见到的蜂
虎并不多。

五源河流域拥有城市内稀缺的动物栖息
地和植物生境，也是海南重要的栗喉蜂虎繁
殖地。“森林探访团”此次到访的“海口五源河
下游蜂虎保护小区”是海南省首个政府与基
金会、社会组织、志愿者共建共管的保护地，
是第一个城市中的鸟类繁殖地保护地，是距
离市中心最近的保护小区。

“原来我在手机中守护的小鸟离我这么
近！太可爱了！为了它们，我更愿意多走一
段路，少开一天车。”巴西小伙欧力来到中国
9年，如今定居在海口生活，一直关注蚂蚁森
林的他掏出手机向大家展示：“我现在在蚂蚁
森林有3900多个能量，我希望能守护更多可
爱的动物。”

此前，欧力为了亲眼见见在蚂蚁森林

保护地里“云守护”的可爱蜂鸟，几经辗转
联系到了蚂蚁森林相关人员。和欧力一
样，有的网友甚至拨打114辗转找到了巡
护员本人……

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关切，蚂蚁森林发起“森林探访团”活动，每月
一次通过互联网公开招募“探访团成员”，根
据各地自然气候和动植物的特点，持续邀请
公众代表前往各种植地、保护地，在科普自然
知识的同时，亲身体验种植、养护、巡护、验收
等工作。

从2000公里外的宁夏赶赴海口的陈磊
对“绿色”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曾作为一名
军人身披橄榄绿，转业后又持续关注国家的
生态环境建设。

几年来，陈磊每天坚持步行在蚂蚁森林
收“绿色能量”，就为了能在蚂蚁森林上多种
树，为家乡宁夏多添一份绿，多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贡献。“从在大西北种下一棵树，到这次
来到海南岛观测蜂虎，亲身感受祖国幅员辽
阔的同时，也看到了环保工作的多样性，看到
不同的人在各地为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我现在也经常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蚂蚁森
林，让大家都加入这个行列中，为我们的绿色
家园尽一份绵薄之力。”陈磊说。

“森林探访团”公益项目负责人刘晨表
示，蚂蚁森林是一项旨在带动公众低碳减排
的公益项目。该项目一头是以蚂蚁集团为主
的企业机构捐资给各地公益机构，通过专业
人士对保护地进行守护，另一头通过广大用
户积累“绿色能量”，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
以用手机申请在生态亟需修复的地区种下一
棵真树，或者在生物多样性亟需保护的地区

“认领”保护权益。目前，参与蚂蚁森林的用
户已经达到6亿人。

据监测，五源河蜂虎保护小区
里的蜂虎已经由2018年的28只稳
步增加到2021年的72只。经巡护
员初步统计，今年已有约80只蜂虎
来到五源河，超过去年72只的最高
纪录。

早在2017年，海口市就开始了
五源河湿地公园的建设，后通过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验收，正式成为“国家
湿地公园”。2019年，海口市成立

“五源河下游蜂虎保护小区项目”，在
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秀英区湿
地保护管理中心的指导下，海口畓榃
湿地研究所在保护小区开展了生境
营造和鸟类监测工作。

2021年9月，“海口五源河下游
蜂虎保护小区”案例，从全球26个国
家的258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
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
案例”名单。

为了落实五源河保护地的日
常巡护和监测工作，畓榃湿地研究
所在当地招募了两名巡护员——
他们还是帮助1300万名在蚂蚁森
林里申请“一平米”五源河保护地
的1300万名网友们守护栗喉蜂虎
的人。

巡护员陈创林原本就是海口市
秀英区农业农村局西秀镇的护林

员。多年的护林工作让他练就了“听
声辨鸟”的技能。

2019年12月起，陈创林开始负
责五源河湿地公益保护地中下游的
巡护。除日常巡护外，他还积极参与
五源河以外的鸟类监测工作，并跟随
专家学习植物识别、红外相机安装等
工作技能，用相机拍摄和记录下管护
范围内的动植物。

如今，他已成为五源河海口西海
岸蜂虎监测的主力，更是五源河湿地
公益保护地坚实的守护者。“一个优
秀的护林员，看到一片树木，就要清
楚它的特征、作用；看到鸟群，要能分
辨出它们的品种、习性。”参与鸟类监
测后，陈创林发现大自然里藏着无穷
奥秘，树不仅仅是树，鸟也不仅仅是
鸟了，人、树、鸟、自然环境是一个生
态闭环。

卢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
公众参与自然观察和调查研究活
动。这次的“森林探访团”，他就亲
自带领团员们观察监测水生动植
物，还分享了自己从一个鸟类“爱
好者”，变成“保护者”的故事——
卢刚原来是大学植物学老师，他放
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全身心投入
到海南物种保护工作中来，一干就
是15年。

寻访“中国最美小鸟”栗喉蜂虎

多方努力帮助五源河蜂虎增至80只B

全国累计1300万人“云守护”蜂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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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万让2017-
24-2（E）号地块

地块位置

万宁市槟榔城产
业园区内地段

面积

2.5598公顷
（合38.40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物流仓储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2.0建筑限高≤30米建
筑密度≤40%绿地率≥2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00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7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一）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
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二）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
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且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
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本次挂牌出让采
用只公开起始价不公开底价方式进行。挂牌期限内，由竞买者竞相报
价，出让人在挂牌截止日时止，当场仍有两个竞买人以上要求报价的，
当场进行竞价，增价幅度为10万元及其整倍数，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2年5月30日
至2022年6月27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
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2年5月30日
~2022年6月27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即1007万元）支付
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在2022年6月27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2年6月17日
08：30，截止时间：2022年6月29日11：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
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8:30至11:30 ，
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
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二）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
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用地如涉及压覆重要矿产及位于地质灾害易
发区，在该地块内进行项目建设依法需办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
批手续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三）装配式
建造方式应按照《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关于进一步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建科函
〔2021〕155号）等文件要求执行。（四）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
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
询电话：0898-62217899，联 系 人：梁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27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各有关单位：

经海南省档案局批准，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定于

2022年7月3日～8月12日举办“能力提升建设年‘大培训’

活动”暨2022年全省档案与文秘工作培训班。

培训对象：从事档案与文秘工作人员和参加2022年职

称评审的档案工作人员。

培训时间：

第一期2022年7月3日至7月8日

第二期2022年7月 10日至7月15日

第三期2022年7月17日至7月22日

第四期2022年7月24日至7月29日

第五期2022年7月31日至8月5日

第六期2022年8月7日至8月12日

培训地点：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西海岸大酒店

报名方式：扫描培训文件“报名二维码”，按照要求填写

提交，或者将报名回执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px65323705@

163.com，详情登录“琼兰阁—海南档案信息网”“通知公

告”。

咨询电话：

65323705，65358773，18976757439，18100960707。

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

2022年5月19日

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关于
举办全省档案与文秘工作培训班的通知

关于海南恒诚旭光食品有限公司
担保追偿的通知

海南恒诚旭光食品有限公司：

因贵司未履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我

司作为保证人根据《保证合同》，已于2022年2月28日承担

了保证责任，为贵司代偿借款本金249794.85元、罚息353.54

元，共计250148.39元。

请贵司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司偿还上述款

项250148.39元及逾期违约金。否则，我司将依法予以追索。

文昌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补充公告

我局2022年4月29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5版《东方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22】10
号）。因故做如下补充内容：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
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琼府〔2021〕44号）文件对“工
业用地、仓储用地的拆分合并以及调整容积率、建筑高度、绿地
率、建筑密度等规划条件的地块，如容积率不大于2.0、高度不超
过30米的，可不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报批”的规定，为简
化控规动态调整实施机制，该地块用地性质为一类物流仓储用
地，容积率可按≤2.0、建筑限高可按≤30米进行开发建设，可不对
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报批。其他公告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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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蚂蚁森林用户、自然爱好者、媒
体记者组成“森林探访团”来到海口五源河，寻访“中国最美小鸟”
栗喉蜂虎。 阮琛 摄

巴西小伙欧力展示他在蚂蚁森林里申领的“守护生态地”证书。
蚂蚁森林供图

栗喉蜂虎不是虎

蜂虎不是虎，因为喜欢猎
食胡蜂、蜻蜓等飞虫而得名。
海口西海岸一带常见栗喉蜂虎
和蓝喉蜂虎。顾名思义，二者
以喉部羽色区分。

栗喉蜂虎接
受同伴“投喂”。

麦笃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