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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张 慧 膑）移
栽菜苗、翻土耕种、施肥浇水
……沐浴着冬日暖阳，行走在三
亚的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农民
忙碌的身影，呈现出冬种繁忙
的生产景象。

“冬季瓜菜生产要迎头赶
上，才能赶上好的市场价格。”
在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民苏
江宏忙着给上个星期种植的青
瓜浇水。给农民发放嫁接苗、
帮搭建大棚防寒防冻、建立瓜
菜销售体系……在政府的多措
施保障下，三亚农民种植冬季
瓜菜的热情高涨，田间地头热
火朝天。

“我今年申领了政府发放的
6千多株青瓜嫁接苗，后期还有
农技员上门进行技术指导，相
信今年会是个丰收年。”近日，
育才生态区建档立卡户杨静在
领到了种苗后开启了冬种模
式。

为农户发放种苗，是三亚推
进冬季瓜菜生产的举措之一。
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今
年计划培育 500 万株冬季瓜菜
种苗，并向农户发放。9 月 29
日，优质直播种苗“热茄一号”
茄子苗正式出苗，目前已出苗
25万株左右。10月 31日，三亚
热科院培育的 1.6 万株优质茄
子苗运往育才马脚村委会以优
惠价发放给农户。

有了好种苗还需好技术指
导，才能产出好的瓜菜。连日
来，市农业农村局派遣技术员
赴育才生态区马脚村、龙密村
等地开展豇豆科学种植培训，
讲授冬种豇豆栽培管理要点及

病虫害防治策略，指导农户科
学用药施肥，节约成本，促农户
增 产 增 收 ，并 保 障 农 产 品 安
全。同时，特聘农技员、种植大
户向参加现场培训会的种植户
介绍豇豆栽培技术及管理经
验，同种植户进行深入交流，助
农增收。

据了解，今年，三亚计划种
植冬季瓜菜 17 万亩，总产量有
望突破 47 万吨，出岛量 43 万
吨，瓜菜良种覆盖率 95%以上，
绿色防控指导推广面积 1 万亩
次，种植品种主要有豇豆、苦
瓜、青瓜、茄子等优势品种。

“目前，我们培育的青瓜嫁
接苗在三亚推广超过1万亩，有
效促进农民增收。”三亚热科院
院长孔祥义介绍，今年该院在
崖州区培育了 320 万株茄子嫁
接苗和 2000 亩的豇豆种子，计
划以优惠的价格发放给农户，
助力三亚冬季瓜菜生产。在农
户种植过程中，三亚热科院还
将进行跟踪指导，派技术人员
指导农户种植、管理，为农户提
供科技服务。

记者了解到，作为琼南地区
最大的反季节瓜菜种植基地，
崖州区坡田洋冬种工作从10月
初开始启动。据崖州区农业农
村局 11 月 5 日统计数据显示，
崖州区今年已种下2830余亩冬
季瓜菜，以豆角、茄子、青瓜、苦
瓜、尖椒等传统品种为主。该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除了
种植传统的豇豆以外，还将种
植四季豆，并与企业合作引进
新品种，提高农户产品质量，促
进农民增收。

三亚冬季瓜菜生产“忙不停”
崖州区已种下2830余亩冬季瓜菜

▲ 天 涯 区 林 家 村 田 地
里，农民忙着移栽青瓜苗。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着 卢智子 韦吉颖）宫
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主要由
感染人乳头瘤病毒（HPV）引起，近年
来其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但它可
被有效预防。11 月 7 日，三亚市第一
届宫颈病变规范化诊治与新进展培训
班暨三亚市宫颈病变诊治中心揭牌仪
式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举行，标志着
三亚建立起完善的宫颈疾病预防及诊
疗体系。

作为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癌
症，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是宫颈癌

预防的关键。为关爱女性健康，2010
年起，三亚正式启动妇女常见病及“两
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民生
项目，筛查对象为常住人口的适龄妇
女（三亚户籍和在三亚住满半年及以
上 的 非 三亚户籍人口的适龄妇女）。
当天，记者从三亚市卫健委获悉，截至
目前，三亚2020年妇女常见病及“两癌”
免费筛查民生项目已完成2万余人。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田秀娟介
绍，宫颈病变诊疗中心将整合三亚宫
颈疾病普查、预防、诊治科普宣传的中

坚力量，提高全市宫颈疾病的诊治水
平，更好地完成 HPV 疫苗接种、妇女
常见病及“两癌”免费筛查等医疗服
务，致力于有效控制宫颈癌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

公众对宫颈癌相关知识的了解程
度影响着疫苗接种和筛查等重要预防
手段的有效实施。当天，多位相关专
家就公众关注的一些宫颈病变问题对
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加快提升妇科临
床诊疗水平，提高医院的妇幼保健服
务能力。

台风“环高”将从海南岛南部海面经过

14日起三亚有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11月 11日，记者从三亚

气象台获悉，今年第 22号台风“环高”11 日早晨已
加强为台风，预计 13 日—14 日先后从中沙和西沙
群岛穿过。受“环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4 日—
15 日，三亚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 14
日—15 日三亚累积雨量 100～200 毫米、局部 300
毫米。

据悉，11 日 17 时台风“环高”中心位于北纬
14.4 度、东经 123.4 度，也就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偏
东方约 26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3级（40 米/秒）。预计“环高”将以每小时20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
略有增强，并将于 12 日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东部
沿海登陆，之后穿过吕宋岛，12日中午前后移入南
海东部海面，13 日—14 日先后从中沙和西沙群岛
穿过，15日从海南岛南部海面经过，趋向越南中北
部沿海。

受台风“环高”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海洋方面：11日夜间—15日，三亚近海和南部

海面风力7～8级、阵风9级，12日白天减弱到6～7
级、阵风8级，13日白天再次增强到9～10级、阵风
11级；中沙和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自东向西增大
到 10～11 级、阵风 12 级，其中“环高”中心经过的
附近海面旋转风 12～13 级、阵风 14 级，14 日夜间
减弱到 7～8级、阵风 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6级、阵风 7～8级。16日白天起各海区风力继
续减弱。

陆地方面：14日—15日，三亚全市阴天有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14日—15日三亚累积雨量
100～200毫米、局部 300毫米。另外，13日夜间—
15日，三亚沿海和陆地将伴有9～10级大风。

三亚气象台提醒，本次强降水天气可能是今年
最后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请相关部门根据当前
蓄水情况做好水库科学调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做好水库蓄水，为今冬明春用水做好保障。强降水
可能会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相关部门需加强隐患
点巡查排查。此外，“环高”将从三亚南部近海经
过，其带来的强风天气将对设施农业造成危害，应
及时进行加固，做好防范工作。

“小事”不小

博后：寓教于乐推进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杨洋）“小蒲，用过的纸巾是其他

垃圾，赶紧捡起来扔到灰桶（其他垃圾）里去。”11
月 10上午，博后村一小卖部前，眼看着刚买完东西
的村民小蒲随手将揉成一团的纸巾扔到绿色垃圾
桶（厨余垃圾）里，久悦民宿工作人员刘先生赶紧扯
着嗓子喊了起来。可别以为刘先生是“小题大做”，
如今在博后村，谁也不敢对生活垃圾分类这件“小
事”掉以轻心。

11 月 10 日，“垃圾分类我参与，文明博后我点
亮”吉阳区博后村垃圾分类推广活动在博后村拉开
帷幕。活动一开始，工作人员对四类生活垃圾的分
类进行解读。随后还开展了“垃圾分类趣味游戏”
和“垃圾分类大比拼活动”，激发村民参与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

在“消灭有害垃圾”游戏环节，村民通过弹弓弹
射玩偶击中“有害垃圾”模型，即可获得精美礼品一
份；在垃圾分类大比拼环节中，村民们将家中收集
的各类日常生活垃圾带到活动现场，按照垃圾分类
标准进行正确投放。通过认识垃圾分类标准、正确
投放垃圾等系列活动，村民很快掌握了日常生活垃
圾的分类投放要领。

“寓教于乐的方式更能提高村民游客的参与
度，在游戏过程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大家的垃
圾分类意识，让环保意识深入每个人心中。”吉阳区
相关负责人说，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推行任
重道远，需要每个市民积极参与。除了加强宣传，
实现居民知晓率全覆盖，还要逐步引导，建立长效
分类管理机制，不断完善软硬件设施，提高垃圾分
类效率。

此次活动由吉阳区环卫所主办，海南翰林文创
新媒体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承办，博后村委会协办。

第21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举行

三亚福返树上熟贵妃芒
荣获优秀商务奖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第 21 届中国绿
色食品博览会在厦门举行，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组
织 16 家农业企业参展，其中三亚有 5 家。在此次
博览会上，三亚福返树上熟贵妃芒荣获优秀商务
奖。

据了解，海南此次组织企业参展旨在通过“两
品一标”（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
的企业和产品，进一步展示海南的农产品，通过展
示让更多的人了解海南热带农产品的情况。同
时，通过组织重要客商来琼考察农业生产基地，开
展省内外专业客商与生产经营主体贸易合作洽
谈，举办农商对接大会和农业品牌系列推介活动，
提升海南热带农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扩大海南
农产品的销售市场，进一步增加海南农民的收入。

在此次博览会上，我省“两品一标”农业企业
积极参展，展品涵盖种植类 11 种，养殖类 2 种，加
工类 3 种，包括茶叶、芒果、甜瓜、莲雾、红心火龙
果、蜂蜜、水产品等海南优势特色产品。

三亚市芒果协会会长彭时顿介绍，三亚福返作
为参展商参加了本次大会，将三亚芒果等优质特
色农产品向客商展示，进一步提升三亚特色农产
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据悉，近年来，三亚福返大
力发展现代种植业，打造的树上熟贵妃芒等农产
品品牌，获得省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在第 21 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举办期间，三亚福返积极开
拓销售渠道，与厦门元初食品、盒马鲜生、雨露空
间、三江购物等企业进行对接交流，双方就开展长
期稳定供货业务进行了深入洽谈。

三亚市宫颈病变诊治中心成立
建立起完善的预防及诊疗体系

◀天涯区林家村田地
里，农民在大棚里培育冬
季瓜菜种苗。

三亚启动同城快递业务
可循环可折叠包装应用试点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1 月 9日，2020年三亚市
邮政快递业“邮来已久 绿动未来”主题宣传活动暨
同城快递业务可循环可折叠包装应用试点启动仪式
和三亚市邮政快递业生态环保专题培训同步举行。

主题宣传活动要求寄递企业落实生态环保企业
主体责任，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配备绿色环保
快递包装循环回收装置、包装环保回收箱和可降解
胶带封箱；通过设立悬挂条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向用户宣传快递绿色发展知识，听取意见建议，
解答群众关于绿色包装、环保胶带等问题；切实提
高绿色生态环保意识，规范作业、文明生产，集中整
治过度包装，不断完善邮件快件包装废弃物融入社
会资源分类和回收体系，营造和谐共生的行业绿色
发展环境。

Sy 我为农民增收办实事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