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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人类最孤独的近亲”
——2020 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正式结束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贺立樊 李昊 刘孙谋
宫池）经历了霸王岭山区连日来多变的
天气，11 月 20 日，2020 年海南国家公园
研究院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正式结束。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
家濒科委原常务副主任、大调查总负责人
蒋志刚介绍，此次调查发现，海南长臂猿
种群的活动范围出现明显扩大，
部分群体
已经分布到霸王岭原保护区之外，
“ 海南
长臂猿种群健康，
有小猿出现。
”
自从 2003 年第一次开展海南长臂猿
大调查以来，监测队员邹正冲参与了历
年的大调查。
“这次的规模最大。”邹正冲

的同事们把此次大调查称为“‘猿’口普
查”，来自全国各地的 13 家单位，共 73 人
联合开展海南长臂猿大调查，全方位摸
清海南长臂猿的
“家底”
。
蒋志刚表示，
此次大调查将对海南长
臂猿的种群及栖息地情况进行基础信息
调查和收集，
“ 为今后开展海南长臂猿保
护研究、
种群的快速恢复做基础性工作。
”
海南长臂猿是海南岛热带雨林旗舰
物种和指示性物种，
其生存状况不仅反映
热带雨林的健康状况，
更是检验中国生态
保护成效的重要指标。据调查，
海南长臂
猿数量 30 余只，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定
为极度濒危，
名列全球 25 种濒危灵长类物

种之首，
其濒危程度已远超
“国宝”
大熊猫
和朱鹮，
被称为
“人类最孤独的近亲”
。
“1980 年，霸王岭自然保护区成立，
当时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仅有 7 只。”59 岁
的科研人员陈庆，在当时还是一名伐木
工人。
“如果没有长臂猿，这片大山也就不
再是原先的样子。”放下锯子，陈庆和许
多伐木工人一起，成为护林员，投身生态
保护。从 7 只到 30 余只，40 年里，是无数
人守护这片绿水青山的故事。
持续 10 天的大调查，队员们经历了
台风和烈日天气，在雨林里风餐露宿，衣
物干了又湿。

为了外孙女 72 岁老人考驾照

“辛苦却意义重大。”蒋志刚表示，根
据大调查收集的数据信息，未来将制定
相应的保护方案，帮助海南长臂猿种群
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
让队员们欣慰的是，在中央和各级
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海南长
臂猿保护效果显著。
蒋志刚介绍，此次大调查是首次由
国内科研机构组织并开展的海南长臂猿
大调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开局
之年，为海南自贸港的生态文明建设开
了一个好头，
“ 保护海南长臂猿，也是在
向世界展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并
重的海南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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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有点小担忧：
“比较担心理论考试，实操没问题 ”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王小畅）11 月 20 日
起，我省取消驾驶证申请年限上限。当
天，海口鑫天地驾校完成了 72 岁学员唐
先生的报名手续，唐先生是该驾校办校
以来年纪最大的学员。
“我女儿给钱让我报名的。”唐先生
称，他住在海口城西，外孙女现在上幼儿
园，距离他们家有几公里，遇到下雨天，
接送小孩很不方便，所以想报名学车，把

驾照重新领回来。
唐先生介绍，他以前在部队取得过
驾驶证，但退休后没有换证，所以驾驶证
作废了，
驾龄有 30 多年。
重考驾照对唐先生而言有哪些挑战
呢？
“ 我实操没有问题，报名时上车试了
一下，教练比较满意。”唐先生称，他现
在年纪大了，记忆力不比以前，科目一
和科目四的理论考试，对他来说比实操
更有挑战。

“我看了一下培训教材，现在的交通
规则和以前相比详细了很多。”唐先生
称，在理论考试上，他要比年轻人花更多
的时间才行。虽然理论考试对他来讲挑
战不小，
但他有信心通过考试。
在身体方面，唐先生认为自己没有
问题，视力还好，自己具备开车的条件。
近年来，老年人学车并不鲜见。
“我
们驾校 60 岁以上的学员，有 200 多位。”
海口鑫天地驾校校长韦剑浪介绍，为做

好老年人学车的保障工作，他们采取了
一些措施，例如在安排老年学员练车前，
会为其测量一下血压。练车时间他们也
适度向老年学员倾斜，一般学员每次练
车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为了保障老年
学员的通过率，只要身体允许，可以延长
练车时间。韦剑浪表示，对于老年学员
普遍担心的理论考试问题，他们驾校也
有针对性的培训班，例如采用图形讲解
的方式，让老年学员更加容易记忆。

省内异地登记所申领车牌属于哪个市县？二手车是否符合？……

这些网友关心的问题 海南交警回复了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王燕珍）根据公安部
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 12 项措施的工作部署,11 月 20 日起，
海南省公安交管部门全面落实实施公安
部 12 项便民利民改革新措施。针对新海
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的网友们
所关心的一些内容，海南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以问答的形式进行了解答。
问：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

所申请的车牌属于哪个市县？
答：其实相比以前的规定，新措施会
更加的便利。比如以前白沙户籍的居民
在海口生活工作，如果对方想上琼 A 牌，
那其中一个申请条件就是需要居住证或
居住登记凭证；如今，新措施中对户籍地
在本省内的内地居民跨地市申请的，只
审核居民身份证，不再审核居住证或居
住登记凭证。
至于车牌属于哪个市县，这和以前

是一样的，群众在哪个车管所办理新车
注册登记就是上哪个车管所的车牌，比
如该市民的户籍在五指山市，对方可凭
身份证在海口市车管所办理新车注册登
记，上琼 A 牌。
问：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
政策，二手车是否也符合？
答：不符合。该措施仅适用于非营
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新车的注册登记。也
就是说，省内异地办理仅限于新车注册

黑科技声呐监控系统
“发威”

海口今年首个
安居商品住房开工

海口交警查获一辆“炸街车”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姚皓 特约记者 陈世
清 通讯员 林馨 文/图）厉害了，近日海口
公安交警“听声”查获一辆涉嫌非法改装
排气管的小型客车。
该车车牌号为琼 DP**00，其行驶时
被声呐监控系统识别预警后，海口公安交
警查缉小组通过分析研判，将其精准锁定
并查获。
经查验鉴定，执勤民警发现该车的排
气管、安全带、方向盘、轮毂等部位均已被
改装，并拆除后排座椅。11 月 20 日，海口
公安交警对黄某龙处以 500 元罚款的处
罚，
并责令立即恢复原状。

登记，而二手车转移登记按原规定执行。
问：不是海南省户籍的居民，能不能
在海南省内异地办理私家车登记？
答：不能，该措施适用于本省户籍居
民在省内异地办理注册登记业务。
问：
这个新政策是否有延续性？
答：此项新政策是公安部统一组织
实施，海南是试点省份之一，并不是海南
自己制定的政策，所以不存在网友所说
的政策没有延续性。

交警查处一辆非法改装车。
交警查处一辆非法改装车
。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党朝峰 实习生 贾睿
琳）20 日，海口市 2020 年度首个安居商
品住房——海口美舍仕家项目正式开工，
项目位于海口市主城区核心地段国兴大
道美舍河旁的下洋瓦灶棚改地块，周边教
育、医疗、商业、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等配
套设施齐全，总占地面积 11.35 亩，总建筑
面积 3.8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3.9 亿元，计
划 2022 年底前交付使用，项目实行全装
修和采取装配式建筑的方式建造。
据悉，海口 2020-2022 年计划建设
安居型商品住房 18000 套，其中，2020 年
开工建设 5000 套，2021 年开工建设 6500
套，2022 年开工建设 6500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