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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晨曦初露，河面泛着波光。陈茜推
开窗，一股浓烈的异味传来，她只能无
奈地摇摇头：河水污染导致空气中时常
夹杂着恶臭！

母亲河受到污染，不仅成为摆在当
地百姓心中的一个“疙瘩”，也使得三亚
旅游城市形象受损。在省市主要领导
的关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三亚河整
治攻坚战”打响。

这是一座城与一条河的较量！

“臭水沟”让各方坐不住了

在三亚老市民温琼和的记忆里，与
老伴晚饭后在三亚河畔散步无比惬
意。“以前三亚河可宽了，河鱼清晰可
见，现在河水越来越黑，还常有臭味，不
散步了。”提起家旁的这条河流，温琼和
只是摆摆手。

与温琼和平和地表达愤懑不同，网
友们“不淡定”了。“三亚河成了臭水沟”
等评论迭出，一些网友甚至喊出了“三亚

环保局长，网友喊你下河游泳”等口号。
眼见三亚河污染加剧，三亚的老干

部们也坐不住了。数次老干部座谈会
上，三亚河治理是提及次数最多的议题。

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三亚河
水体氨氮超标，局部河段水质呈现一
定污染；河内出现大量死鱼的现象几
乎每年都见诸报端；河水异味总能随
风飘散……

“城乡结合部养殖场和屠宰场产生
的污水，以及老城区和城中村居民污水
乱排入河等，是三亚河污染的主要来

源。”三亚市住建局局长王铁明说。
为更详细地了解三亚河污染的成因，

今年3月三亚水务局牵头对三亚河生态
环境进行排查。三亚市水务局局长何世
刚透露，此次共排查出影响三亚河生态环
境的主要问题7类257处，涉及污水治理
方面的有污水直排入河、船舶排污、河道
垃圾、农业面源污染等四类问题。

管控罚十八般武艺全用上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三亚理应是个

“优等生”。然而，三亚河成为鹿城的
“失分项目”。三亚难道真的管不住内
河污染？

“坚决打赢三亚河污染治理仗。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
环境。”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说。

“不惜代价，全力治污，用两年时间
彻底整治好三亚河，还三亚人民一条干
净清洁、生态优美的河流水系。”三亚市
市长吴岩峻表态。

决心化为行动，首先体现在重要文
件和会议中。 下转A06版▶

三亚河整治攻坚战打响，力争用两年重拾河流生态之美

鹿城治河：不信清流唤不回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陈蔚林
特约记者 孙体雄

连日来，“乐东”成为《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新闻报
道中的热词之一。“乐东之变”由此走出
海南，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

这不仅是乐东的光荣，也是海南
的光荣。它进一步表明，乐东黎族自
治县的变化成就实实在在，海南践行

“三严三实”富有成效。央媒对“乐东
经验”的宣传报道，激起了我省各级干

部的热烈反响。以此为契机，海南各
界将继续深入学习乐东、践行“三严三
实”，汇聚起海南发展的正能量。

聚焦：罕见力度报道
“乐东之变”

10月 7日以来，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
制日报、中国组织人事报、农民日报等
10家中央媒体纷纷以罕见的力度报道

“乐东之变”。央视《新闻联播》等绝大
部分媒体（栏目）组织了连续3天的系
列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
报等纸媒纷纷把报道放在头版头条或
其他重要版面位置并配以评论，央视
《焦点访谈》《面对面》、央广《新闻纵
横》栏目还特别推出了专题节目。

一座动荡不安的贫困县在3年里
取得的巨大变化，首先引起媒体关注。
新华社报道，乐东从治安事件屡发、干
群矛盾突出、“脏乱差”、“一征就闹”一
跃变为社会和谐稳定、干群关系融洽、

获评“卫生城市”、屡创搬迁征地“乐东
速度”，实现了“乱象丛生”到政通人和。

“乐东之变”的“谜底”在哪里，成
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人民日报》叩问，

“乐东的‘病’咋治好的”？并从干部作
风转变、重塑基层堡垒、一心为民谋利
等方面作出解析。此外，各媒体还纷纷
把目光聚焦在乐东县委书记林北川身
上。央视《焦点访谈》专题报道了林北
川勇于攻坚克难，率领乐东干群打赢一
场又一场“硬仗”的经历。下转A06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中央媒体大规模集中报道“乐东之变”引起强烈反响

放大乐东效应 凝聚发展力量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单憬岗 邓海宁）昨
天，海口市委、市政府对海秀快速路（一期）项目进展缓
慢一事进行问责。

经查，海秀快速路（一期）项目于2012年12月动
工。项目开建后，因秀英区长流镇、龙华区海垦街道征
地拆迁工作滞后，项目征收调查摸底、风险评估时间过
长，征收实施工作进展缓慢；市海秀高架桥工程指挥部
征收处和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对海秀主干道历经多次
的道路施工改造、地下管网错综复杂的情况认识不足，
对管线迁改工作分析不透彻、准备不充分，造成管线迁
改工作进展缓慢，影响到桥梁主体施工。上述单位工
作不力，严重影响工序，造成整体工程进展缓慢。

为严肃政纪，提高政府执行力，海口市委、市政府
决定分别给予秀英区长流镇副镇长黎宏、龙华区海垦
街道工委书记徐健燕、市高架桥工程指挥部征收处处
长刘清贺、市城建集团总经理助理王克磊4人“责令
书面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问责。

海秀快速路项目慢
海口4人被问责

本报郑州10月11日电（特派记者
于伟慧）今天上午，在第二十一届郑州
全国商品交易会上，来自三亚的旅游
房地产展区人声鼎沸，前来咨询购房
的人络绎不绝。三亚优质的环境，良
好的房源，主办单位三亚市房地产协
会的良好组织，承办单位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的公信力，都使三亚的房展会
成为郑交会的亮点。

截至11日下午6时，来自三亚的
17家地产企业统计数据显示，两天
来共意向成交326套，难能可贵的是
许多老业主带新客户前来洽谈咨询。

来自河南省洛阳市的章先生，在

2009年就购买了申亚亚龙湾壹号的房
子，在这次展会上，他不但带着他的妹
妹、妹夫，而且带着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来
到展厅，特意选地处三亚亚龙湾的楼盘。

据推介会现场的企业工作人员介
绍，这次推介会，老业主带新客户看房
的人不在少数，这充分说明了老业主
对在三亚购房置业的认可。

三亚的好环境名副其实，一组组
数据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2014年三亚市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2014年，三亚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率为97.5%；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为100%；市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符
合声环境质量标准Ⅱ类区标准。

“受全国多个城市雾霾严重的影
响，没有工业污染的三亚市吸引了大
量购房者。”三亚市房地产协会秘书长
刘树国说。

下转A03版▶

2015年三亚旅游房产郑州火热推介

好环境好房子聚拢高人气

本报那大10月11日电（记者侯小
健 易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作为新兴
地级市的儋州，项目建设好戏连台，近
期招商成果丰硕，东华软件等一批项目
正式落户儋州。该市以此为动力，层层
落实责任，全市上下总动员，吹响了投

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的冲锋号。
该市确定了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的四项目标：一是新开工项目49个，中
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和列入今年省市重点
项目计划中的新开工项目，10月底前
100%开工；二是在建项目推进提速，力
争省重点项目完成计划投资73.55亿
元，市重点项目投资完成投资110亿
元，2013年和2014年度中央投资计划
项目，中央投资到位率、完成率，在今年
10月底前均超过90%；三是竣工项目

按期竣工，确保9个中央投资项目、1个
省重点项目和11个市重点项目均按计
划日期竣工；四是一批重点招商项目按
计划落地或完成注册。

“落实责任，是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的关键。”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耕说。该市将投资项目“百日大会
战”确定的开工、投资、竣工、签约项
目开工等各项目标全面分解到各责任
市领导、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落实项目负责制，推进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儋州年内新开工项目49个
决胜

全力以赴打好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 本报评论员

连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电视台等中央媒体以罕见的力度聚焦
乐东，生动鲜活的报道引起了全国人民
的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我们
要以此为契机，以此为动力，牢牢坚定
乐东精神自信，唤醒优良传统、回归严
实作风，汲取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央媒体聚焦乐东，再次说明乐东
经验、乐东精神是活生生、硬梆梆的典
型。3年间，从“乱象丛生”到政通人和，
乐东巨变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
拼命干出来的。乐东巨变和一段时间

来全省学乐东促发展的实践证明，乐东
经验真好使，乐东精神真管用！发扬，
就会事半功倍；背离，就会迷失方向。

中央媒体聚焦乐东，也从一个方面
印证，省委树立乐东这个典型，抓得准，
路子对，深得民心。乐东精神置于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严惩腐败、整
治四风所营造的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政
治生态中找准方位，与“三严三实”高度契
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价值。乐
东精神服务于发展，在它的引领下，乐东
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由全省末位跻身前列。乐东精神
在全省释放效应，将成为助推海南绿色

崛起的澎湃正能量。乐东精神彰显以人
为本，落脚于一切相信群众、融入群众、
依靠群众，在群众的获得感中去收获干
部的幸福感，从而使乐东呈现出蓬勃向
上、人心思进、政通人和的发展状态。乐
东精神的充分挖掘，使我省“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找到一个新的推手，为海南发
展和民生建设找到一个新的动力源。

中央媒体聚焦乐东，也让全省干部
群众更加坚定乐东精神自信。有了乐东
这一典型的示范效应，我们抓党建、谋发
展的腰杆子就更硬，底气就更足。坚定
乐东精神自信，就是坚定海南自信，就是
坚定发展自信！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自信

转化为发展自觉、发展自强，在面对各
种挑战时不抱怨，不气馁，在面临经济
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迎难而上，有所作为，
有大作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乐东精神，不仅是乐东的宝贵财
富，也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更是
海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全省
干部群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擦
亮这一品牌。发扬乐东精神，就能在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建设国际旅
游岛的征程中劲舞长歌；擎起乐东精
神，就能“直挂云帆济沧海”，克服艰难
险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气
概，谱写海南发展的新篇章！

牢牢坚定乐东精神自信
——发扬乐东精神推动海南发展系列评论之四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罗利
明）据省交通运输厅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公路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29.82亿元。今年我省公路重点项目
包括在建的定海大桥、石梅湾至大花角旅游公路、铺前
大桥、琼乐高速公路等11个。

“借助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的东风，我们全面落实
项目责任，倒排工期，合理安排工序，千方百计加快在
建项目工程进度，并全力推进万宁至洋浦、文昌至琼海
高速公路前期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称。

记者了解到，几个在建的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施工
进度。定海大桥位于北引桥桥头的箱梁预制厂基本建
成，工人们开始预制箱梁。目前定海大桥已累计完成
投资3.22亿元，工程量已完成七成左右。

铺前大桥现已完成投资3.008亿元，铺前中心渔
港抛泥区约6000方的疏浚吹填已完成，各参建单位已
基本完成项目部驻地的标准化建设，文昌片区海上搬
迁工作全部完成，征地拆迁正加紧推进。

琼中至五指山至乐东高速公路项目地方政府负
责的征地拆迁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土地、青苗和地
上附着物征迁补偿已完成大部分，坟墓迁移已全部完
成，房屋拆迁尚未完成。代建单位正在组织实施“三
电”迁改。

文昌昌洒至铺前公路、文昌文城至铜鼓岭公路改
建工程、琼海港下至潭门旅游公路项目等前期工作也
正加快推进，争取早日开建。

前三季度

我省公路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29.82亿元

本报金江10月11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叶美金）记者从澄迈县获悉，近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与澄迈县
人民政府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
后农发行3年内将分期授信300亿元支
持澄迈县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合作协议，农发行将澄迈县作
为重要战略合作市县和业务发展的重
点支持区域，在今后3年内向澄迈县新
型城镇化、水利和农村路网等重点领域
予以信贷支持，授信额度为300亿元，分
年度实施。

澄迈则将从制定发展规划和提供
政策扶持、推进信用环境建设等方面营
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格局和政银合作环
境，支持农发行经营发展。

农发行支持澄迈新型城镇化建设

3年授信300亿元

绿意浓 生态美
儋州市人民公园里，树木花草郁

郁葱葱。据了解，近5年来儋州市深
入推进“绿化宝岛大行动”，组织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60多场，绿化指标明显
提高。2014 年儋州森林覆盖率达
54.5%，城市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提
高到9.89平方米；2015年继续深入
开展“绿化儋州”大行动，将植树造林
1万亩。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更多报道见A03版)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陈维
高）我省利用食药监管体制改革的契
机，在全省基本消灭八类危害公众健康
的突出问题，有效地保障了公众健康。

基本消灭的八类危害公众健康的
突出问题为：走私冻肉在海南泛滥的现
象已基本消失，用沥青、工业松香拔除
畜禽毛的现象明显减少，加工销售病死
猪肉的违法行为被有效遏制，用甲醛、
双氧水浸泡的“毒牛百叶”“毒凤爪”不
再“横行”，“无根豆芽”已难觅踪影，市
场上非法生产的包装食品和“五毛食
品”大幅减少，无证生产假劣义齿和中
药饮片的“黑窝点”已基本被取缔，酒类
造假“黑窝点”基本清除。

目前，我省正在建立“突击清扫+常
态保洁”的打击无证生产食品药品“黑
窝点”的长效机制，防止生产加工有毒
有害食品药品的犯罪行为“死灰复燃”。

八类危害公众健康
突出问题基本消灭

■ 吴卓

10月10日，因海秀快速路项目
进展缓慢，海口市委、市政府对4名
相关责任人给予“责令书面检查、诫
勉谈话、通报批评”问责。

时下的海南，项目建设是应对
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举措；海秀快
速路的建设等重点民生工程还密切
关系到一方百姓的出行便利，关系
到海口“双创”大计的实现，故尤显
重要而急迫，容不得半点“怠慢”。

海口市严肃问责推进项目不力
的责任人，正是该市决策层高度重
视项目建设、高度关注民生工作的
一个强烈信号。各级公务人员应提
高认识，进一步树立起担当意识和
服务意识，积极主动、扎扎实实地做
好自己的工作。须知，任何一点不
负责、不作为、不认真的行为，都会
给项目建设带来不可测的不利后
果，同时，也可能给自身带来不利的
影响。海秀快速路项目进展缓慢的
4 名责任人就是如此，我们应以之
为鉴。

项目建设
容不得半点“怠慢”

致远舰发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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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门”事件不断发酵

大众总部遭突击搜查
大众表示将配合调查揪出丑闻的
幕后主使

关注 2015三亚旅游度假房地产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