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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哈尔滨西开Z111次运行至广州终止，11月2—3日海口开Z112次改为11月3—4日在广州始发

11月1—2日长春开Z385次运行至广州终止，11月2—3日海口开Z386次改为当日在广州始发

11月1—2日上海南开K511次运行至佛山终止，11月2—3日海口开K512次改为11月3—4日广州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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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邵长春）近日，交通
运输部联合海关总署、国家铁路局以
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人民政府
印发了《进一步提升琼州海峡客滚运
输服务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行动方
案（2022—2024年）》（以下简称《行
动方案》），推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更
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是海南岛与
内地沟通交流的重要战略运输大通
道，承担了进出海南岛30%的人员运
输、90%以上的海南生活物资运输和
100%的车辆运输，是进出海南岛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动方案》围绕海南自贸港
2025年全岛封关运作的新要求，从
加快琼州海峡港航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运输服务能力水平、强化安全管理
与应急保障能力、推动港航绿色智慧
发展、完善客滚运输市场监管等五个
方面，提出18项重点推进任务，明确
了3项保障措施。

进一步加快港航基础设施建
设。明确加快码头设施建设、加快进
出港航道和锚地建设、加快琼州海峡
两岸港口资源整合、统筹推进“二线
口岸”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协同推进

“二线口岸”通关便利化等5项任务。
进一步提升运输服务水平。明

确完善进出岛客滚运输航线布局、持
续优化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模式、探
索过海需求差异化服务、持续提升客
滚运输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运输
服务品质等5项任务。

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和应急保

障能力。明确加强滚装货物申报和安
全检查、强化琼州海峡水上交通安全
管理、提升应急保障能力等3项任务。

进一步推动港航绿色智慧发
展。明确有序推进琼州海峡客滚运
输船舶运力更新、推动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绿色发展、推动琼州海峡客滚运
输智慧发展等3项任务。

进一步完善客滚运输市场监
管。明确完善协调工作机制、提升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治理能力等2项任务。

《行动方案》强调，要通过部门联
动、部省联动，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
全，加快完善琼州海峡水路交通运输
体系，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
济的水上运输通道，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出行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满意度，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习霁
鸿 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据省气象部
门消息，11月2日15时，今年第22
号台风“尼格”（强热带风暴级）中心
位于距离广东省江门台山市东偏南
方向约2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10级（28米/秒），七级风圈
半径180～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
60公里。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5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
逐渐减弱，并将于3日早晨到上午在

广东珠海到阳江一带沿海登陆，也有
可能于3日白天在广东西部近海减
弱消散。

省气象局2日16时50分继续发
布台风四级预警。受“尼格”和冷空气
共同影响：2日夜间 ，琼州海峡，风力
5～6级，阵风7～8级，海南岛东部海
面，风力6～7级，阵风8级；上述海区
3日白天起风力逐渐减弱。北部湾海
面，海南岛西部、南部海面，2日夜间
到3日，风力5～6级，阵风7级。

海南日报记者11月2日从海南
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因受台风“尼
格”影响，进出岛旅客列车调整运行
方案。

铁路部门提示：在车站、12306
网站等各渠道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
的旅客，可于已购车票乘车日期后
30日内（含当日）办理车票退票手
续，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相关联程
票可在车站窗口办理退票，不收退票
手续费。

多部门多省区联合提升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服务能力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尼格”或今日在广东珠海到阳江一带沿海登陆

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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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西普会在博鳌开幕
将持续至11月5日

本报讯（记者陈子仪 通讯员彭子娥）11月1
日，以“构筑患者价值同心圆——二元发展驱动健
康产业新增长”为主题的第15届2022西普会在
琼海市博鳌镇开幕。

本届西普会立足“前瞻洞察、智慧决策”，按
“一场西普大会+四场平行峰会+百场卫星会”的
三级结构设定内容，以期从健康产业生态发展趋
势预判与分析，到各分支领域实现患者价值的路
径探索，展开多层次、立体化研讨。会议将持续至
11月5日。

作为中国久负盛名的健康产业大会，西普会
自200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14届。据介绍，本届
西普会议题设置吸引了众多产业主体参会，参会
主体的多元性将超往年，正式参会代表涵盖政府
机构、创新药企业、主流商业零售企业、医疗及健
康服务机构、专家、国内外资本机构（一二级市
场）、商业保险机构、创新药技术公司、数字科技公
司、行业内外主流媒体等。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老朋友’又来了！”11月1
日下午，在儋州市新州镇南岸村滩
涂，儋州湾湿地护鸟队队长陈正平
远远看到了熟悉的鸟影，不禁屏住
呼吸，迅速按下相机快门，为正在
低头觅食的3只勺嘴鹬逐个拍下

“单鸟照”。
勺嘴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与“国宝”大熊猫同等
级，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据“勺
嘴鹬保护联盟”数据显示，它是地
球上最濒危和稀少的鸟类之一，全
球范围内的数量只有数百只。

“在海南，目前仅监测到勺
嘴鹬在儋州湾越冬。”海南省鸟
类记录中心主任李飞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作为滨海湿地生态旗
舰物种，勺嘴鹬的越冬选择，某
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当地生态环
境的认可。

当天，抓住勺嘴鹬觅食的时
机，陈正平隔了20余米距离抓拍
完后，并没有进一步靠近，而是在
原地通过望远镜继续观察。

从“新朋友”变成“老朋友”，勺
嘴鹬与儋州湾用了 4 年时间。
2019年12月，儋州湾湿地护鸟队
首次监测发现勺嘴鹬。此后，每一
年，他都会和前来越冬的勺嘴鹬重

逢。尤其是，2021年11月24日，
他在儋州湾湿地拍摄到了一只有
环志的勺嘴鹬，其右脚有白色的旗
标，上面的代号“C2”清晰可辨。
这只勺嘴鹬是海南首次发现的“有
身份证”的勺嘴鹬。

陈正平说，每年10月下旬至
次年3月上旬，勺嘴鹬如约而至。
观测记录显示，儋州湾湿地越冬的
勺嘴鹬数量稳中有升。2019年发
现1只，2020年发现4只，2021年
发现4只。今年这3只勺嘴鹬是
首批组团来儋州越冬的，后续可能
还会有其他勺嘴鹬飞来。

实际上，儋州湾越冬的候鸟
不仅有勺嘴鹬。目前，该地共监
测到鸟类202种，其中包含勺嘴
鹬、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鸟类49种，每年来此
越冬候鸟数量超过6000只。国
内知名环保组织阿拉善SEE基金
会儋州湾湿地“任鸟飞”项目负责
人蔡挺说，儋州湾是一个多种湿
地类型组成的复合型滨海湿地，
湿地总面积超过6.2万亩，适宜候
鸟过冬。

“儋州湾是海南岛近年来越冬
水鸟数量最多、珍稀濒危水鸟种类
最多的鸟类栖息地之一，堪称独特
的‘鸟类天堂’。”李飞介绍。

（本报那大11月2日电）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连续4年到儋州湾越冬

“鸟中大熊猫”偏爱儋州湾

我省开展
防溺水安全宣讲“进农村”活动

本报讯（记者苏杰德）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安全
教育工作，引导农村孩子及家长树牢安全理念，增
强广大农民安全意识，11月1日上午，由海南省
应急管理厅主办、海南省防灾减灾避灾宣传培训
中心承办的防溺水安全宣讲“进农村”公益活动，
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马坡村举行。

专家现场讲解完理论知识后，带领村民进行防
溺水应急演练、心肺复苏术实操，模拟溺水场景下如
何进行紧急施救，通过模拟求助、互救、自救等场景，
帮助村民掌握突发情况下的应急救助操作技能。

本次防溺水安全宣讲“进农村”活动是安全宣
传“五进”系列公益活动之一，对全面提升村民安
全意识及应急救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后
续，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海南省防灾减灾避灾宣传
培训中心将持续有针对性地开展系列安全宣传教
育活动，多措并举确保安全知识深入人心，进一步
提升广大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为建设平
安自贸港筑牢安全防线。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11月 2日，时隔半年多，海南日
报记者再次探访临高县波莲镇多贤
村，发现村里又有了很多可喜的变化：
在修缮一新的解放海南岛琼西接应指
挥部旧址前，一眼望去，是不见边际的
田洋景观，候鸟在水面上翩翩起舞，岸
边是一条新修的蜿蜒栈道，各种红色
文化标语牌、革命人物铜像点缀其间。

“我们邀请了省博物馆团队对指
挥部旧址进行布展，时间就定在这
周。”省委深改办驻多贤村第一书记
黄国经说，尽管多贤村的红色研学基
地目前还只是在规划建设阶段，预计
要到今年底才会正式接待访客，但已
经有很多人慕名而来，“上周末我们
还接待了一个上百名学生的学习参
访团。”

抢救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文化

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
放海南岛登陆作战，西线接应部队指
挥部设在高山岭脚下的多贤村，韩先
楚将军率军成功登陆海南岛后，也曾
把作战指挥部设在这里。

韩先楚将军的小儿子韩卫平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父亲对解
放海南岛琼西接应指挥部印象深刻，
1974年来海南出差之际专门驱车赴
临高寻访旧址。在韩卫平印象里，父
亲一生南征北战，只在海南才起了寻
访旧指挥部的念头，只可惜当时没有
找到。

多贤村党支部书记陈亚青说，旧
址所在的建筑是1928年由村民集资
建成，当时是作为村里的学校，可随着
乡村教育改善已空置多年，虽被列为
临高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年
久失修，这座土木结构的三合院已面
临损毁危险。

2021年7月，当时省国资委联合
多家央企来多贤村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发现房屋修缮工作已迫在眉睫。

在省国资委积极协调下，中国
中铁海南区域总部毅然担起社会责
任，将修缮多贤学校作为支持地方
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专题研
究部署，投入 70多万元，安排专门
工作团队现场督促指导，并积极协
调具有文物修缮资质的中铁八局施
工，按照“修旧如旧”方式高质量展
开修缮工作。

从2021年7月起，在省国资委、
省委深改办和临高当地党委政府支
持下，该项目前后用了近 6个月时
间，先后完成了项目可研、设计、评
审、报批、施工等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修缮，保护了一座红色文物，传承了
一段红色记忆。

建设研学基地
打造红色村庄

修缮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果。半年来，曾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
的四野指战员后人和亲属多次到访多
贤村，寻访追忆，还表示愿意捐赠作战
地图、军衣军帽等文物，支持当地建立
红色研学基地。著名导演高群书也前

来踩点考察，为自己创作的革命历史
题材剧本《抢滩海南岛》寻找取景点。

黄国经说，据不完全统计，多贤村
半年多来已接待30余次各单位的调
研活动，上千人次到访，已成为临高县
远近闻名的新晋红色文化“打卡点”、
党日活动地点。

记者了解到，坐落于高山岭脚下
的多贤村不仅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记
忆，更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根据当地产业规划，多贤村将依托冷
泉等地方特色资源，明确红色文化观
光带、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田洋观赏景
观地带、乡村咖啡馆休闲区和乡村茶
吧区等建设内容，策划了“主题课程、
参观体验、情景演绎”等红色研学产
品，形成红色教育、休闲、旅游一体化
融合发展产业。

波莲镇镇长陈天吉告诉记者，目
前临高县组织部和县乡村振兴局等部
门已针对多贤村安排实施了两期项
目，总投入1000万元，用于红色研学
基地建设。

共建幸福家园
激扬红色精神

11月2日，在解放海南岛琼西接
应指挥部旧址旁，村民周明读新修建
的二层小楼已经拔地而起。

村民周不五、周明读两兄弟都参
与了修缮工作。周不五说，弟弟家能
够顺利建起这座新房子，也是沾了旧
址修缮的光。未来村里的红色研学基
地建起来，来的人多了，他也准备做点
小生意，相信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多贤村的红
色产业能持续发展，临高县波莲镇还
深入总结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经验，积
极指导多贤村委会找寻优质合作伙
伴。通过村企合作投建营一体化方
式，保障村集体资产安全，推进农村经
济发展。

“我们打算建立村集体经济和村
民自主经济共享平台，公司也有线上
线下的渠道，村民可免费进驻平台服
务区，线上线下售卖农产品增加收
入。”一位正在和多贤村委会洽谈的公
司负责人说。

而对于很多村民来说，修缮多贤
学校更唤起了村民共同的红色记忆，
营造红色氛围，振兴乡村文化，提供村

庄持久发展动力。
多贤上村村小组组长林鹏飞说，

修缮旧址是村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
施工方进场时，很多村民还自发前来
帮忙，当年解放海南岛时，村里就有很
多人支援前线，送粮食，抬担架，救伤
员，有着很浓的“红色情结”。

记者了解到，通过红色文化氛围
的营造，多贤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
新。促进了基层党建工作，村“两委”
干部服务意识得到改进，工作能力得
到提升。村民积极支持、热情配合村
庄管理工作，上访等多年矛盾纠纷逐
步解决，刑事案件、行政案件从多发到

“零发”，乡村治理效果明显。
（本报临城11月2日电）

在省国资委支持下，临高多贤村修缮革命旧址，规划建设红色研学基地

赓续红色精神 建设美丽乡村

11月2日，解放海南岛琼西接应指挥部旧址经过修缮后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近日，在澄迈县老城中电
国际新能源海南公司，海口市
烟草专卖局联合中国海警局
直属第四局，举行“4·22”海
上走私卷烟案假烟环保销毁
活动，共焚烧假烟8066.56
万支，可转化发电约7.8万
度，实现低碳节能、变废为宝
的绿色循环利用。

文/本报记者 王培琳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海口焚烧假烟
转化发电

海口龙华区推出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告知承诺+秒批”

企业水电气报装
按下“加速键”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萧海山）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该区
对符合条件的水电气等市政接入工程涉及的涉路
施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并推出城市道路
占用、挖掘“秒批”服务，审批时限从原来的4个工
作日缩短到仅需几分钟，大大提高了企业项目水
电气网联动报装服务质量和效率。

企业获得用水用电用气是国家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更是企业项目发展的重要
保障。海口市龙华区城市运行管理局局长刘璐告
诉记者，“以往，办事企业需要携带城市道路占用
挖掘审批表、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及施工资质、规划
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申办人
营业执照及本人身份证、承诺书、相关单位出具意
见、施工合同等多项材料，前往政务大厅综合窗口
提出申请，再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现场踏勘核查，
取得审批许可最快也要4天。”

为了加快推进龙华区水电气网联动报装改革，
提升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龙华区推出城市道路占
用、挖掘告知承诺审批模式，对符合情形的报装接入
及养护维修项目可采取告知承诺模式办理。并将申
报材料精简至5项，在企业提供材料齐全且作出相
应承诺的情况下，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不再进行现场
踏勘，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变事前勘验为事后监管，
进一步提升水电气网联动报装便利化水平。

在此基础上，龙华区还对水电气项目涉及占
道挖掘审批服务进行了优化，精简申报材料，依托
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推出“秒批”服务。开通线上申
报端口，办事企业可通过掌端“海易办”“椰城市民
云”、网端“海南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综合
窗口进行申报。符合条件的报装接入及养护维修
项目可实现秒批秒出结果物，如涉及费用支付，企
业也可自行选择线上支付或线下窗口缴纳费用，
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下一步，龙华区将持续聚焦市场主体需求，创
新服务模式，优化简化审批流程，进一步推进全区
水电气网联动报装改革，切实提升营商环境便利
化水平，提升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

社戒社康人员学技能助就业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胥瑞 李慧）近日，

海南省琼山戒毒所驻琼山区社戒社康指导中心联
合海南名康创美职业培训学校等单位举办2022
年社戒社康人员引导性就业技能培训班。

培训邀请资深职业指导专家采用“线上+
线下”“理论+实操”双结合模式授课，以面点
造型制作等为培训内容，学员覆盖范围从社戒
社康人员扩大到家属及禁毒专干。培训从戒毒
康复人员实际创业案例切入，生动讲解自主创业
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优惠
政策。

此次培训班共有120余人参加。通过培训，
进一步强化了社戒社康人员的劳动技能，提升了
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有助于其重拾生活信心，顺
利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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