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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东部地区仍有暴雨
29 日～11 月 1 日全岛多云
南国都市报10月27日讯（记者 徐
善应 通讯员 杨文瑞 李凡）记者 27 日
下午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预计本周前期
海南岛东半部地区的强降水仍将持续。
陆地方面：10 月 27 日～28 日，受
偏东急流影响，本岛东部地区有暴雨

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预计过程雨
量 150～250 毫米，局部可达 300 毫米
以上；中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
雨；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有小阵雨。
29 日～11 月 1 日白天，受偏东气流影
响，全岛多云，东部、中部和南部的局

部地区有阵雨，其中 29 日东部的局部
地区雨量可达大雨。1 日夜间～2 日
白天，受冷空气影响，全岛多云间阴
天，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分散阵雨，气温
小幅下降。全岛一周最低气温 20～
23℃，最高气温 28～31℃。

海洋方面：
11月1日夜间～2日，
受
冷空气影响，
各预报海区风力5～7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
由于上周后期万
宁、
琼海、
文昌、
定安和陵水等地已经连
续 3 天出现强降水，
部分乡镇累积雨量
达到400毫米以上，
其中万宁和琼海有

水库泄洪致 200 多亩农田被淹

主要是排洪沟河床已积满水倒灌淹了农田，镇里已将此情况向上汇报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王渝）
“每当水库一泄洪，我们村
民就肯定遭殃。”10 月 27 日，文昌市
翁田镇王堂村村民反映，由于连续
几天的降雨，位于冯坡镇的爱梅水
库开始泄洪，但是当大水冲下来的
时候问题随之而来。由于排洪沟的
河床内已经积满雨水，水库冲进排
洪沟的水发生了倒灌，村里约 200 多
亩 农 田 被 水 浸 泡 ，农 作 物 损 失 严
重。翁田镇政府表示，去年，水库泄
洪也曾导致村民农田被淹，目前，镇
政府已将情况向上级和有关部门汇
报，正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27 日下午，村民符祥铭正小心
翼翼地清理着刚从地里抢救出来的
辣椒苗。虽然距离农田被淹已经过
去了一天，但是辣椒地里仍积满着
雨水。
据符祥铭说，26 日下午，他从镇

辣椒田变成了“池塘”。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渝 摄
上往家里赶，途经自己的田地时，眼
前的一幕让他呆住了，自家的 4 亩辣
椒地已完全被水淹没。让他痛心的
是，这 4 亩地他才刚刚施肥种上了辣

椒，他心中懊悔，
“ 要是再晚几天种
就好了。”符祥铭说，眼下从翻土、施
肥到插苗，每亩辣椒地的成本大约
1500 元，
这让他损失了近 6000 元。

王堂村村小组长符敏告诉记
者，这次因水库泄洪而导致全村 200
多亩农田被淹。农田被淹让村民痛
心，然而，年年被淹似乎又让村民们
显得有点习以为常，
“只要遇到大
雨，水库一泄洪农田就会被淹。”村
民说，去年 11 月份，该村的农田同样
遭遇了此劫。
翁田镇政府一位负责人表示，
此次王堂村村民农田被淹的确是因
为水库泄洪所致，但受灾面积目前
尚未统计。去年也有同样的事情发
生，事件发生后，该镇及时到现场进
行了调查和查看，发现其原因主要
是水库泄洪时，排水沟的河床无法
满足大量的水通过，因此倒灌淹了
农田。该镇已将此情况向水务部
门、农业部门和市政府进行了汇报，
目前多家部门正极力想办法解决这
一问题。

3 个乡镇超过 500 毫米；
预计本周前期
上述地区仍将有 150 毫米以上的累积
雨量，
局地可达300毫米以上。提醒相
关部门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
灾害防御工作，
特别是库存趋于饱和的
中小型水库做好安全巡查工作。

陵水连续降雨引发内涝
边防官兵转移群众 63 人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琼文 通讯员 夏勇 向先）因受连
续强降雨影响，
连日来，
陵水边防支
队辖区内的几处河流水位暴涨，引
发多个村社受灾，
部分房屋、农田及
公路被淹，
被困群众达20 余户。
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
陵水边防支队迅速组织抢险分队
奔赴抢险一线，转移和解救被困
群众，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
低。随着暴雨的持续，受灾村庄
的主要道路积水不断增多，官兵
们一面疏散转移群众，并协同群
众积极采取措施把积水引出房
外，帮助群众将贵重财物转移到
安全地带；一面挨家挨户通知村
民注意防范，防止凌晨熟睡的群
众被洪水围困。
此次抢险，
陵水边防支队共出动
车辆 4 台次、出动警力 16 人次。从
27日凌晨3时至10时，
经过7个多小
时的连续作战，
官兵们共解救被洪水
围困群众16人、
转移群众47人。

新西兰知名乳企咔哇熊获引入
恒大挺进高端奶粉市场
入关的全储运过程还被全程监测，
确保来自新西兰的高品质。除此，
咔哇熊奶粉还拥有独创的“一罐一
码”生产视频追溯系统，做到了真
正的“安全可追溯”。据介绍，通过
扫描奶粉罐上的二维码，可以得知
该罐奶粉的编号、序列号、产品批
号等详细而唯一的“身份信息”一
目了然。值得一提的是，咔哇熊奶
粉在生产过程中还设立了如同飞机
“黑匣子”的生产视频追溯系统，生
产信息都保存三年，比产品保质期
还多一年。

2014 年 5 月 1 日起，中国执行进
口乳品新规。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
公告，中国自今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实
施对进口乳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
管理，未经注册的境外奶粉生产企
业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将不允许
进口。这个被称为“中国最严”洋
奶粉进口新规一经实行，国外婴幼
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只有通过在中
国认定、核准、注册才能向中国出
口。据悉，首批仅有全球 13 个国家
41 家 婴 幼 儿 奶 粉 生 产 企 业 获 得 注
册。而近期恒大入主的新西兰咔哇
熊乳业，正位列此次国家公布的
“通行”名单之上。

制药级标准生产
咔哇熊获银蕨认定

亮相后紧接发布会
咔哇熊全面上市
10 月 27 日，继前日恒大新西兰
咔哇熊乳业生产的咔哇熊婴幼奶粉
在中超比赛亮相后，恒大马不停蹄
举办新品上市发布会。在上市发布
会上，恒大球星埃尔克森、孙祥、
曾诚等三家庭受聘为咔哇熊奶粉全
球推广大使。即将做父亲的埃尔克
森现场还惊喜地获赠 30 罐咔哇熊奶
粉，他戏称要把奶粉“出口”到巴
西：“咔哇熊奶粉很好，我要把奶粉
带回巴西给宝宝。
”
据悉，恒大是在今年 9 月收购新
西兰咔哇熊乳业，生产咔哇熊婴幼
儿配方奶粉。恒大入主咔哇熊乳
业，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国外著名
乳业企业，咔哇熊也成为又一家进
入中国市场的国外高端奶粉品牌。

咔哇熊奶粉的注册商标图案是可爱
的考拉熊，译音即是“咔哇熊”。发
布会上同时公布了咔哇熊的三段婴
幼奶粉产品。据介绍，从 27 日开始
消费者即可通过电话、网络、恒大
各大楼盘直销店等渠道预订购买咔
哇熊婴幼奶粉。

源自新西兰
原罐原装进口
资料显示，乳业一直以来是世
界天然牧场新西兰的国家命脉。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国，因
其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以及奶制品
采集工艺等众多优势，新西兰奶粉
闻名遐迩，世界上 70%的婴幼儿奶
粉产品均釆用新西兰生产的原料，

超过 93％的原料奶被加工成干乳制
品用于出口，广受世界各国消费者
的欢迎。
“新西兰生态环境非常好，全国
地形都非常适合以牧草为基础的牛
奶生产，有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
优势。而且，一直以来，乳业是新
西兰的国家命脉，政府对牧场、奶
源、乳品生产等管理和控制极其严
格。这些原因素成就了新西兰在乳
业上的国际口碑”。恒大新西兰咔哇
熊乳业首席财务官 John Fernandez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致辞中提到。
据悉，来自新西兰的咔哇熊奶
粉为原罐原装进口。其所采用的新
西兰非环氧树脂涂抹技术的罐体，
不含塑化剂，从新西兰出口到中国

John Fernandez 在发布会上还
提到：“新西兰对包括乳制品在内的
所有食品实行从农田 （场） 到餐桌
的全程监管，标准涵盖从农场到餐
桌整个过程，既有针对乳品企业的
标准，也有关于乳制品品牌和标识
的规定，还包括乳制品卫生标准和
质量标准，以及乳制品出口标准和
乳制品风险管理项目等。”
在新西兰政府严格管控的基础
上，咔哇熊乳业在许多领域都是第
一：新西兰仅有的以最大跨国制药
集团 GMP 的制药级标准下进行乳品
加工操作；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荣
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乳
制 品 GMP 认 证 的 第 一 家 奶 粉 制 造
商；第一家为关键工序进行录像记
录跟踪系统，这是一项获专利的生
产视频追溯系统；第一个 2D X 射线

成像查询系统，这也是一项专利技
术，利用它可“透视”罐体内部。
不仅如此，每罐咔哇熊奶粉都印有
被授权的银蕨标志。银蕨标志是新
西兰对高品质产品的认定标志，代
表着生产环节符合国际和新西兰国
家标准。
乳业专家介绍，眼下中国奶源
的缺口很大。恒大收购新西兰咔哇
熊乳业，或将满足大幅上涨的婴幼
儿配方奶粉市场需求。并且在引入
国外先进技术后的下一步后，恒大
可能要在国内建设自己的乳业基
地，打造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进
一步挺进高端奶粉市场。
（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