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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南繁
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
程——赤田干渠正式竣工验收。该项
目整体完工后将全面提高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以下简称南繁基地）的
灌溉和防洪能力，袁隆平院士生前关
注的南繁基地缺水问题将得到有效解
决。

据了解，横跨陵水、三亚、乐东三
个市县的南繁基地是我国重要的育种
科研基地，全国近 70%的农作物新品
种都经过南繁培育。但由于建设年代
久远，南繁基地部分水利设施已经落
后破败，需要进行重新修缮。

赤田干渠属于南繁水利工程第一
条竣工验收的水渠，为项目整体完工
验收打下了坚实基础，另外 17条水渠
也已基本建成，将陆续进行竣工验收。

“南繁水利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处
于热带高效农业种植集中区域，用水
需求特别紧迫。”南繁水利工程建管部
现场代表朱亚明说，尤其是去年冬季，
改造乐东片区的长茅西干渠时正碰上
农业灌溉高峰期，只有 2 个多月的集
中施工时间。因为知道是袁隆平院士
关注的问题，大家都非常重视，当时项
目参建各方通过超常规手段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终于赶在当年12月 30日顺

利完成渠道主体施工任务，具备了通
水条件。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南繁水利
工程参建各方加大施工投入、科学组

织施工，顺利实现工程建设节点目
标。该工程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施工中加强裸露部位临时苫
盖，对生产废水及时处理，对施工道路

做好洒水降尘、水环保检测等工作。
此外，该工程全面实施施工现场标

准化管理，积极创建省“安全文明工
地”，争取成为省优质工程奖项目。

南繁水利工程赤田干渠工程现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月川中路
延伸段也快建好了，以后去海边更方
便了。”近日，家住三亚月川中路的陈
女士欣喜地告诉本报记者，随着月明
桥引桥重启建设，月川中路延伸段也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不久就会有一条
新通道从月川中路通往三亚湾海边。

11月 17日，记者来到月川中路看

到，靠近月川村北侧，原本封起来的围
挡已经部分打开，走进施工工地，这里
的道路初具雏形，虽然还未划线，但崭
新的柏油路面已经铺好，平整宽阔，人
行道铺砖也已经完成，就连污水井也
已建好，整条道路基本成型，有不少电
动车在道路上行驶。

记者沿着道路实地体验，发现这

条道路长约 1 公里，从同心家园四期
旁出发，向南连接河东路月川小学附
近，继续穿过河东路，可以与月明桥引
桥连接。再跨过月明桥，就可以与吉
祥街连通，直达三亚湾。记者测算了
一下，若从月川中路亿源轩宇酒店前
往吉祥街，原来要经过迎宾路、解放
路，如果沿月川中路延伸段、月明桥前

往，可以节省1公里的路程。
“不仅出行方便，以后生活也方便

了。”家住月川中路的市民陈女士说，
月川中路延伸段初具雏形，旁边的月
川安置区也建好了，这里生活配套日
趋完善，以后还要建设菜市场、商场，
CBD 也呼之欲出，将给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带来更便捷美好的生活。

月川中路延伸段初见雏形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在海
南不仅是珊瑚，连珊瑚的礁石都不
能挖，因为这也是犯法的……”11月
16 日下午，崖州区东关社区居委会
二楼会议室静得只听见一个抑扬顿
挫的女声，近 50双眼睛都在全神贯
注地盯着台上的讲话者——中国科
学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站长
黄晖。当天下午，由中国科学院海
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海南三亚
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中国太平洋学会珊瑚礁分会、海南
珊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亚传
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

“守望蔚蓝海 保护珊瑚礁”系列宣
传活动走进了东关社区。

黄晖作为主讲人在台上为社区
居民授课。此次宣讲的主题为：中国
造礁石珊瑚资源与珊瑚保护状况。

黄晖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分别为该社区居民介绍中国的造礁
石珊瑚物种分布和资源现状，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让保护珊瑚
礁的观念深入到更多人心中。

比起“靠海吃海”的渔民，珊瑚

礁对于东关社区许多居民来说不算
熟悉，但每个人都听得十分用心。

“小时候看到很多地方卖珊瑚
工艺品，那时也不知道那是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今天听了黄老师讲

课，才明白珊瑚是不能用来售卖
的。回去我也会和身边的人宣传，
告诉他们造礁珊瑚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不能买卖，要一起来保护。”东
关社区居民冯锦蓉说。

“今天听了这堂课，我有几点感
触：第一是保护珊瑚礁也是在保护
生态环境资源；第二是珊瑚礁保护
能够让鱼儿有家园，保证了渔业的
生产，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贡
献；第三是破坏、挖采珊瑚礁就是
触犯法律，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第
四是珊瑚礁为我们生态环境作出
极大的贡献，保护珊瑚礁人人有
责，我们都要自觉宣传保护珊瑚礁
的重大意义。”在听完课后，东关社
区居民李家芬感触颇深：“我之前
在《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上就已
经看到黄老师的专题报道了。这
么多年，她从外地来到我们海南，
20 年培养了几十万株珊瑚。为保
护生态环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实
在是功不可没！”

黄晖说，这次宣讲的主要目的
是将珊瑚礁最基本知识，科学保护珊
瑚礁的措施普及给广大群众，希望以
此让更多人携起手来保护珊瑚礁。

据悉，下一步她们将继续进社
区、进校园，推动此类宣讲活动走深
走实。

11 月 16 日下午，黄晖在崖州区东关社区宣讲。 本报记者 王康宏 摄

“守望蔚蓝海 保护珊瑚礁”系列宣传活动进社区

黄晖与三亚社区居民的“珊瑚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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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洋）搭建精准
对接平台，组织发动更多应届毕业
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参与其中，
在三亚实现就业、创业。连日来，
2021 年三亚市创业主题系列活动
第九期“自贸海南·共创未来”三
亚市高校毕业生留琼就业创业分
享会走进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
学院。

今年以来，三亚积极推动高校
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多举
措助力毕业生顺利就业，以最大的
诚意吸引他们留在三亚。

海南省创业导师、三创集团副
总经理王冬冬，海南微软 IT 学院
院长、海南微软创新中心教育事业
部总监黄芬走进学生中，为同学们
讲解了目前海南自贸港发展现状
和重点园区建设概况，并就大学生
如何培养创新意识、创业思维、创

业就业能力等方面，介绍了自己的
经验。

在活动交流环节中，同学们积
极表达自身对海南自贸港发展的
看法，以及提出“求职者”如何转变
成为“创业者”等问题。

本次活动旨在吸引更多高校毕
业生留在海南就业创业，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支
持，进一步激发三亚高校学生创新
创业的热情，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
业思维以及创业就业能力，让“就
业在海南、追梦在海南”成为许多
高校毕业生的首要选择。

据悉，此次活动由三亚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亚市人力资
源开发局指导，三亚市创业就业指
导中心、海南旅创科技有限公司、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联合
举办。

三亚高校毕业生留琼就业创业分享会举行

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留在三亚

本报讯（记者 杨洋）观看《警
钟长鸣》警示教育片，对《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进行解读，现场模拟公务
社交与礼仪、民法典解读、公务人员
保密意识、商务接待、业务简介和洽
谈，以及党政机关公文写作规范、格
式规范培训……11 月 17 日至 19
日，为加快新入职人员对规章制度、
工作内容等方面的了解，更好地促
进理念转变、角色转变和执业能力
的转变，天涯区为新入职人员举办
了为期3天的岗前入职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班课程分别为
公文写作、民典法解读、保密意识
培养、自贸港法解读等。

北京大学刑法学硕士、高级经
济师、高级工程师、现任三亚学院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代旭辉，礼遇幸福学堂高级礼仪培

训师宋丽荣等 4 位老师通过精彩
的授课，持续增强新入职干部的干
劲儿。

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大舞台上，
面对各种机遇，三亚等不起，慢不
得，举办岗前培训，通过实实在在
的行动，倒逼公务员队伍转作风、
长本事，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实现
高质量发展。

在培训中带着问题学、带着思
考学、结合实际学，不少新入职人
员纷纷表示，会将本次学习所得融
入到各项日常业务中去，在学以致
用上下功夫，在服务实践中见成
效，切实当好建设海南自贸港的

“宣传员”、总方案的“讲解员”，招
商引资的“引导员”。

据悉，此次活动由天涯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天涯区岗前培训
把软实力练成“硬功夫”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袁燕）
11 月 17 日，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以下简称三亚凤凰机场）获
悉，17日零时起，进京旅客需持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根据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
控协调机制要求，为有效防范疫情
传播风险，按照从严从紧、科学精
准的原则，三亚凤凰机场对进京管
理有关措施进行了调整。

11 月 17 日零时开始，14 日内
有1例以上（含 1 例）本土新冠病毒
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
人员严格限制进京；14 日内有陆
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
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京；乘坐飞机
进京人员，须持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

“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成行。
老人、儿童(老人旅客年龄以

60 周岁以上为准，儿童旅客年龄
以 16 周岁以下为准)因无单独使用
手机号码，造成无法查验“北京健
康宝”时，对有同行人员的老人、儿

童，查验其同行人员北京健康宝
“绿码”，并填写“承诺书”，承诺其
与同行人员 14 天内轨迹行程一
致，且未去过国内有1例以上（含 1
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
（市、区、旗）。2 周岁以下婴儿可
与同行人员直接登机。

对与同行人员 14 天内轨迹行
程不一致的老人、儿童，参照无同
行人员执行。对无同行人员的老
人、儿童，须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或单位、社区出具的含 1
天内轨迹行程的纸质证明，并填写

“承诺书”，承诺其 14 天内未去过
国内有1例以上（含 1 例）本土新冠
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查
验有效身份证件后方可登机。进
京后，主动向社区报到，并实施 14
天健康监测。

三亚凤凰机场提醒，请有进京
计划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乘机出
行请佩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准备好北京健康宝扫码事宜，配合
现场工作人员开展相关查验工作。

三亚凤凰机场调整进京管理有关措施

17日起进京旅客
需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李慧）11月 16日，三亚 12345 政府
服务热线微信平台接到了一封署
名为“一位旅居三亚的游客”的感
谢信，来自成都的游客张女士在信
中真挚讲述了三亚环投集团西部
供水公司向马岭社区应急送水、解
群众燃眉之急的事情，并热情洋溢
地赞扬了供水公司以及送水车司
机吕小聪。

11 月 15日中午，马岭社区内一
施工单位不慎将 DN400 供水管挖
断，导致马岭片区停水。三亚环投集
团西部供水公司第一时间派出天涯
片区网格班组进行抢修，可是由于施
工作业面砂砾较多，开挖期间不断出
现塌方险情，给抢修作业增加较大难
度，直至深夜也无法恢复供水。因
此，西部供水公司决定第二天起安排
送水车向社区应急送水。

11 月 16 日上午，租住在马岭

社区一处公寓的张女士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拨通了 963366 供排水服
务热线，询问马岭社区何时可以恢
复供水并向客服人员诉说了无水
可用的窘境。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不一会儿西部供水公司的送水车
司机吕小聪就给她打来电话，并通
过微信获得了张女士的具体位置，
仅仅一个小时，张女士和公寓的朋
友们就欢心鼓舞地迎来了应急送
水车，附近的居民们也赶来排队取
水，大家的燃眉之急得以缓解。

当天，西部供水公司共派出送
水车向马岭社区不同点位送水五
趟，共应急送水40吨。

与此同时，管网应急抢修也在
不间断进行，当晚八点半，马岭社
区全面恢复正常供水。

张女士表示，这件暖心小事不
仅令她感动，更让她感受到了三亚
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应急送水解民忧
成都游客点赞三亚优质供水服务

你们印象中珊瑚是什么样子?
珊 瑚 是 石 头 、动 物 还 是 植 物
呢？……11月 17日下午，黄晖团队
保护珊瑚礁系列宣传活动走进三亚
市第二小学。来自该团队的中国海
洋大学生态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南
海海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骋跃以

“美丽的珊瑚花园”守护绿色家园为
主题，进行海洋生态环保知识校园
宣传，通过图文演示、互动答题、视
频、实例等方式，加强珊瑚礁生态环
境保护宣传力度，增强孩子们环保
意识和现代生态保护理念。

“同学们，珊瑚不是植物，而是

由无数个珊瑚虫组成。珊瑚本身是
白色的，它美丽的颜色来自体内的
共生海藻——虫黄藻。虫黄藻的存
在可以让珊瑚变得更加美丽。”……
随着刘骋跃的一步步引导，同学们
踊跃地分享学到的珊瑚礁环境保护
知识。

“珊瑚礁能为人类提供海产品、
药品和工业原料；能帮助海上的船
只抵抗风浪，保护小岛，极富生态观
光价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要从
我们身边做起。”市第二小学五年级
5班学生林峭峭说。

“讲座结束后，我的脑袋里突然

冒出一个念头：如果珊瑚礁大部分
都白化了，那海洋里的其他生物还
有地方生存吗？我将从身边小事做
起，从保护校园环境做起，用自己的
微小力量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争
当环保卫士。”市第二小学五年级 2
班学生蔡胤霆告诉记者。

“我们一定要保护环境，努力减
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让可爱的海洋
生物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美丽的珊
瑚丛里！”市第二小学五年级 5班学
生陈瑞瑞表示。

市第二小学五年级班主任陈思
米老师介绍，环保教育是该校德育

特色教育的重要内容，围绕环保主
题，学校经常在班会课、综合实践
课、语文课、爱国主义教育课程中开
展系列海洋环保教育，目的在于养
成孩子们保护环境的行为习惯，让
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黄晖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宣教进校园活
动，将进一步唤醒青少年爱护海洋
的环保公益意识，通过小手拉大
手，引起广大市民认识海洋、关心
海洋、保护海洋的共鸣，在全社会
营造一种保护海洋、人人有责的浓
厚氛围。

从小做珊瑚的“好朋友”
黄晖团队保护珊瑚礁系列宣传活动走进市第二小学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海底森林”守护者黄晖：

一抹朝晖照珊瑚》后续

南繁水利工程赤田干渠竣工投用

袁爷爷，南繁基地以后不会“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