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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邱江华）8月29日，
2022浦江创新论坛区域（城市）论坛
在上海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新格局中
的低碳协同发展”主题展开探讨。会
上介绍了海南高质量建设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的有关情况，并就海南如何践
行绿色低碳理念提出建议。

据介绍，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生
态系统GEP核算工作、积极采取措
施逐步降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

内的碳排放、大力推动生态旅游发
展、打造低碳创新领域的多方参与合
作平台等，均取得了明显成效。海南
的太阳能资源、海洋资源、森林资源、
生物资源等十分丰富，能源经济结构
调整潜力巨大，具有率先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有利条件，也具有
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先行区的显
著优势。

“未来，海南将从三个方面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海南省林业局副局长高
述超介绍，一是对接国际先进规则，加
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
国际营商环境。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
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吸引更
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优秀人
才进海南，增强海南在绿色低碳领域
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积极发展绿色
碳汇、蓝色碳汇经济。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是实现低碳创新的理想区

域。此外，海南的海洋资源是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载体，具有潜在的
蓝碳经济价值。三是着力优化能源产
业结构，力求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海南应借助地理区位优势与生态
资源优势，重点开发太阳能、氢能、潮
汐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产
业，将海南丰富的清洁能源转化为更
多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
标志，我们将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低
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的创新实
验场。”高述超说。

据了解，浦江创新论坛由科技部
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今年海南省
受邀作为本届主宾省，深度参与论坛
各项活动，深化与兄弟省份的区域创
新合作，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以
全球化视野谋划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2022浦江创新论坛介绍海南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思路

建立政策体系 增强科创能力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近日，灰尾漂鹬、普通燕鸥这两
个新物种相继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
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被记录，加上
4月记录到的赤膀鸭，使得目前湿地
记录的鸟类增加至163种，生物多样
性更为丰富。

8月，本轮疫情发生，但昌江海

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的生态监测
工作没有落下。8月27日至28日，
公园管理中心与昌江爱鸟队共同完
成了一次生态监测，监测范围包括整
个园区、外挂湿地以及附近海滩。

黑头灰翅，身型小巧，一会儿张
开小嘴，一会儿单脚点地，一会儿歪
着脑袋看看身旁的“伙伴”，在湿地公
园附近海滩，一群普通燕鸥的到来，

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我曾经在新疆拍到过普通燕

鸥，没想到在这里也能拍到，一共有
14只。它们与五六十只白额燕鸥在
一起，很显眼，体型比白额燕鸥大不
少。”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薛美丽说。

普通燕鸥是鸥科、燕鸥属下的一
种迁徙候鸟，体型略小，约35厘米。
普通燕鸥常呈小群活动，栖息于湖

泊、河流、水塘和沼泽地带，频繁地飞
翔于水域和沼泽上空，以小鱼、虾等
小型动物为食。

在这片区域，众人还发现了灰尾
漂鹬的身影，共有4只，都在啄食水
中的小螃蟹。“这些水鸟属于迁徙的
候鸟。8月，候鸟大迁徙的序幕将陆
续拉开，这个季节，湿地的水草肥美，
小鱼、小虾也非常多，候鸟一般在此

停留到来年的四、五月才离开。”薛美
丽介绍。

鸟类“新朋友”频频光顾湿地，是
昌江湿地保护工作取得成效的生动
体现。近年来，昌江不断加大湿地公
园的保护与建设力度，通过巡护、水
域面积修复等一系列举措，使得保护
成效显著，植被更加丰富，鸟类数量
逐年增多。（本报石碌8月30日电）

海南第九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
在海口举办

讲述动人故事
展现新闻理想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8月30
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承办的2022海南省
新闻战线第九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在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录制。

本次选拔赛采用“线下+线上”方式进行，来
自全省19个市县的20名新闻记者走到台前，分
享他们的点滴故事与新闻背后的家国情怀。他们
或身在一线，经历重大事件报道；或深入基层，为
困难群体撑起一片天空，用心记录着让他们感动
的人和事。现场，一个个有情感、有温度、有力量
的好故事生动展现了新闻理想与职业精神，深深
打动着在场听众的心。

选拔赛共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4名、三
等奖5名、优秀奖8名。三沙卫视记者姚力、王晓
帆及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武佳获一等奖，
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复赛。

据介绍，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开展9年来，已
成为展示我省新闻队伍良好形象的重要平台。各
市县各单位积极参与，广泛选拔优秀选手，扩大了
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通过新闻工作者讲述亲
身经历的故事，展示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风采，
成为新闻界自我教育、集体交流的平台。

海南香蕉陆续上市，
如何科学采摘、储运香蕉？

专家支招：
无伤采收 杀菌保鲜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傅人意）眼下，正
是海南香蕉陆续上市的季节。如何科学地采摘、
储运香蕉，将它的最佳风味送达消费者的舌尖？

“一般来说，海南香蕉收获季节从春节开始，
到8月底结束。受去年劳动力紧缺与冬天温度较
低影响，预计今年收获期会延长。”国家香蕉产业技
术体系儋州综合试验站站长、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品资所研究员魏守兴介绍，香蕉在采收过程中，其
成熟度要根据距离市场远近、气温高低来决定。采
收时要特别注意不能将果实碰伤，避免影响外观。

中国香蕉产业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
岗位科学家、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研究员王明月表示，香蕉一旦启动了“成熟开关”，
香蕉变熟将势不可当，还没到达目的地就会坏
掉。为使香蕉经得起长途运输和长时间储存，香
蕉在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得从树上摘下来，等到
出售前再催熟。

王明月认为，香蕉从株上切割采摘时，刀口、
磕碰容易让香蕉患上炭疽病或轴腐病，也会加速
香蕉的呼吸跃变，加速腐烂。因此，需要对采摘后
的香蕉进行必要的杀菌保鲜处理，防止发生霉变。

魏守兴也建议，香蕉采收后农户要第一时间
进行清洗杀菌及真空包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建议先将采收的香蕉放入冷库进行低温预冷，再
装进冷藏车运输，避免香蕉果实在运输途中成
熟。简而言之，具体的储运保鲜技术流程为：落
梳、清洗消毒、分级、真空包装、低温储藏。

科普小贴士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
讯员林红生）近日发布的农
业农村部第587号公告信息
显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以下简称热科院品资所）获
批3个兰花植物新品种保护
权。它们分别是：石斛兰“热
研精灵”、蝴蝶兰“热研宝石2
号”、蝴蝶兰“热研宝石3号”。

长期以来，热科院品资
所热带花卉研究中心主要聚
焦解决热带花卉产业发展“卡
脖子”问题。在新品种培育方
面，相关团队针对我国热带
花卉主栽品种存在的缺点与
不足进行改良，致力于选育
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热带花卉优良新品种。
目前，该中心已筛选出100多
个优良单株，部分将继续提交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申请。

黄金山竹
在琼海试种成功

本报嘉积8月30日电（见习
记者陈子仪）8月30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琼海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
地获悉，该基地经过多方面的技
术摸索和总结，近期成功试种黄
金山竹，实现稳定挂果。

黄金山竹原产于南美洲的玻
利维亚，为藤黄科藤黄属植物，当
地人称其为“蜜吻”，成熟时橙黄
色外皮，油亮光滑。黄金山竹如
鸡蛋大小，果形似枇杷，因其皮
薄，一捏便可轻松剥开，口感绵密
多汁，还融合了红毛丹、荔枝、凤
梨等风味。

黄金山竹种植于雨水充沛的
湿润或者半湿润地区，海南的东
北部、中南部等地区皆有良好的
产业化种植条件。负责运营该基
地的海南盛大现代农业开发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下一步计
划以琼海为核心，采用槟榔林下
套种等模式，在全省推广种植1
万亩黄金山竹。

肺癌新药芦比替定在
博鳌乐城开出国内首张处方

本报博鳌8月30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8月
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获悉，近日，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的创新药芦
比替定（Lurbinectedin）在乐城先行区开出国内
首张处方。

2021年 9月，王先生被确诊患有小细胞肺
癌。该病侵袭性强、容易转移、病情恶化速度快、
生存率极低。在寻医问诊的过程中，王先生了解
到芦比替定在国外已上市，这让他看到了活下去
的希望。经多方了解，王先生得知博鳌乐城维健
罕见病临床医学中心可以引进该药物，并向该中
心申请使用。

得知该治疗需求后，博鳌乐城维健罕见病临
床医学中心利用乐城先行区特许医药政策，积极
展开项目申报和药物引进工作，并高效通过审
批。最终，王先生在博鳌乐城维健罕见病临床医
学中心合作方——博鳌未来医院完成首例治疗。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这下可安心了，有了这本证，我
们的宅基地受法律保护，可以开始报
建动工了！”8月28日上午，琼海市中
原镇博鳌乐城先行区南岸北片安置区
授地颁证交房仪式现场，手里拿着宅
基地不动产权证的何杰十分喜悦。

当天上午，琼海嘉积镇教育新校
区安置区、中原镇博鳌乐城先行区南
岸南片安置区同时举办授地颁证交房
仪式，3场仪式共为具备条件的904

户临时安置户授地颁证。
从搬离旧地到拿到“小红本”，像

何杰一样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拆迁群众期盼了很久。

琼海原定建设4个安置区，并于
2016年11月动工。2017年12月，这
4个安置区被临时叫停，要求更换地
址。如何向拆迁群众解释重新选址？
新址定在哪儿？又如何向安置区群众
征用土地？……一系列问题摆在了琼
海面前。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骆行刚回忆，工作人员一家一户上门
反复沟通，解释情况。经过多轮选址，
2018年5月，确定在中原镇墟南北两
侧建设新安置区。

征地建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永久用电问题、高铁用电线路迁移问
题……每一步建设都需协调多方，项
目推进缓慢。

今年以来，琼海市委市政府将
该问题纳入“揭榜挂帅”攻关行动，
成立了村民安置问题整改工作推进
专班，并多次召开工作部署会，加强

对村民安置问题整改工作的组织领
导，定期协调解决安置区建设疑难
问题。

同时，琼海逐一梳理安置区项目
建设堵点问题，做到“一项目一档”。
各职能部门按照方案，“一事一策”牵
头或指导配合镇（区）解决存在问题，
共同破除阻碍工作推进的堵点、难点。

疫情期间，在琼海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的指导下，项目的管理和施工单
位严格做好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
正常推进。截至8月24日，博鳌乐城

先行区南岸项目应建设安置地基
1781栋，已建1500栋，项目建设进度
已超80%，累计办理795宗宅基地的
不动产权证。在琼海市教育新校区安
置区，109户安置户也均已抽取宅基
地并领取不动产权证。

下一步，琼海将在今年完成全部
拆迁群众的授地办证工作，同时做好
回迁安置的后续工作，统筹规划、综合
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办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这一民生实事。

（本报嘉积8月30日电）

琼海“临时安置不临时”问题整改见成效

904户安置户领到宅基地不动产权证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示范县
等名单公布

我省两区一园区上榜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

布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示范县和国家级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园区名单，我省海口市
龙华区、三亚市崖州区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位列
其中。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
例》，探索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
服务全链条；成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推进一体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设；稳步推进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建设，着力打造全
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和全国知识产权综合
保护先行示范区；积极探索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专
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五合一”兼
具行政管理和综合执法职能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
体制改革以及“一体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创新。

灰尾漂鹬和普通燕鸥现身
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记录的鸟类增至163种

中国热科院聚焦解决热带花卉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

3个兰花植物新品种保护权获批

日前，在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被记录到的灰尾漂鹬（右
图）、普通燕鸥（上图）。 薛美丽 摄

该新品种具有花朵洁白、
植株矮、抗性好、开花频率高等
特性。

石斛兰“热研精灵”

两个新品种除了花色艳丽外，
最大的优势是不需要低温催花，大
大降低生产成本，一年可以多次开
花，不仅可以作为常规的盆栽花

卉，还可以用于园林美化。

蝴蝶兰
“热研宝石2号”

蝴蝶兰
“热研宝石3号”

（本组图片均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