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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健康海口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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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31日头版刊登的《罗保铭会见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房建孟》一文中，江华安
同志的现任职务应为“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
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兼）”。特此更正。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吴煜禾

十多天前，台风“电母”带来强降
雨，基层干部、部队官兵冲锋在前线，
积极进行抢险救灾，成为受灾群众坚
强的后盾。

在冲锋前线的人群中，来自水
利部的水利 专家曹征齐让人印
象深刻。这位已经73岁的老专家，
主动挺身而出，连夜深入到灾区一
线指导临高抱美一水库排除险情，
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赞扬。

省委书记罗保铭作出批示，向老
专家曹征齐表示敬意。坐镇指挥临高
抱美一水库抢险的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毛超峰对曹征齐专业能力给予肯
定，对老专家的无私奉献给予了高度

评价，认为这种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
崇高品质值得水利人学习。

8月19日晚，暴雨持续不断。位
于文澜江干流的临高县抱美一水库传
来险情——这座水库坝坡上有40来
米长的豁口，正在加固。受持续强降
雨影响，水库水位不断上涨，二期围堰
被淹，堰顶溢洪深达4.2米，离豁口仅
有40厘米。

更为危急的是，上游的尧龙水库
开始溢流，对下游的抱美一水库造成
排流压力，如果水库溃坝，洪水将直奔
临高县城，下游10万群众和9.2万亩
耕地将受到威胁。

此时，坐镇在临高县三防指挥部
的毛超峰立即做出指示，要求加派人
员加固加高堤坝，并联系省三防总指

挥部要求派遣专家来指导除险。
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

心专家曹征齐出差来海南，下榻在
海南大酒店，第二天一早8点多乘飞
机回北京。省防总副总指挥王强立
即与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
心工作人员韩绪博联系，希望请曹
征齐去抱美一水库看看，帮忙制定
排险方案。

“情况这么危急，我们要到现场去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得知水库险
情后，曹征齐不顾舟车劳顿，立即要求
动身去临高。一路上，由于强降雨导
致公路被淹，原本1个多小时的车程，
硬是辗转将近3个小时才到了抱美一
水库。

一到水库，曹征齐换上雨鞋、雨

衣，顶着大雨爬上坝顶查看险情。此
时，土坝上已经有不少抢险人员在忙
碌，在坝顶叠堆了沙袋。但暴雨持续，
水位仍在上涨，最高水位离沙袋已经
不到70厘米。

“我注意到河床中间的溢流坝
泄洪能力还是很强，主要担心的就
是坝角不够坚固，水位高涨会造成
压力大导致滑坡。”查明险情后，曹
征齐当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用
现场的挖掘机就近挖些石头堆积在
坝角并压实，防止上游水位上涨压
力加大造成滑坡；二是下游坡坝和
坡角要有人不停巡查，防止渗水垮
塌；三是继续装沙袋加高加固，培厚
坝顶。

按照曹征齐提出的排险方案，赶

到现场的武警官兵、省防汛机动抢险
队和临高县警民200余人连续奋战
10多个小时，大坝终于培厚加高到安
全要求。

确认抢险方案有效、现场情况可
控后，曹征齐连夜赶回了海口，凌晨五
点多回到酒店匆匆收拾行李，立即直
奔机场。返回途中，他依旧挂念着水
库安危和暴雨灾情，多次向省防总指
挥部了解除险和降雨情况。

“我工作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看
到这么大的雨。那天晚上，基层干部
们都在冒雨抢险很辛苦，和他们比起
来我这点付出不算什么。”在接受记者
的电话采访中，曹征齐多次称赞对基
层水利工作者的工作精神。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

水利部七旬专家曹征齐深夜赶路3小时赴临高灾区

雨夜急驰援 坝顶智除险

本报石碌8月31日电（记者孙
婧）在森林覆盖率超60%的昌江黎族
自治县，曾因在流动沙丘上造出万亩
绿洲的先进经验而闻名全国。但在
这几年旅游开发热潮下，对海防林的
呵护是否还一如从前？省人大海防
林执法检查组今日在棋子湾发现，17
公里的海岸带上修建了3条通海栈
道，细问之下，均未报建、未通过林业
部门审批。

在昌江，经过数代造林人的努
力，63.7公里的海岸线上，建起了一
道5.26万亩的“绿色长城”。其中，17

公里长的棋子湾是全省重点旅游景
区，也是昌江发展旅游产业的重点区
域，吸引了中南林海间、开元度假村、
恒大棋子湾等旅游地产项目落户建
设。

顺着中南林海间项目进入海防
林，检查组发现，开发商在此海防林
边缘与海滩之间修建了一条宽约1.5
米、由木板和钢架结构搭建成的栈
道。记者看到，在海防林边缘栈道的
起点处，路基被刚刚过境的台风“电
母”冲毁，使得整个栈道向一边倾斜，
大量泥沙顺着冲击坑道流失，形成突

兀的沙体断面。
顺着这条林间栈道往海边行

走，一路上有工人还在给栈道铺
板、刷漆。栈道抵达海边时，末端
是一个宽约5米、长约20米的看海
平台。

记者了解到，中南林海间修建的
这条栈道，以及开元度假村酒店和长
角公园的海防林内的栈道，均属于未
报批而自行建设。

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委员李
建国当场建议叫停并拆除海防林内
栈道项目，补种恢复海防林，“海防

林是一道生态红线，法定不能随意
改造和破坏，企业在这里修了栈道，
会影响林带完整性、沙地稳定性，一
家开了口，其他企业、个人也会有样
学样，海岸防护林就会被慢慢蚕
食。”

检查组同时表示，海南最值钱的
就是海岸，所有开发商都盯着海滩，
恨不得让客人一开窗户就看到大海，
但是开发商的利益与全岛民众的利
益比起来微不足道，政府态度暧昧，
没有叫停企业在海防林内修建栈道
的行为，就是纵容。

昌江棋子湾3条通海栈道未批先建
省人大执法检查组建议叫停，恢复海防林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许春媚

“海口整洁漂亮，有点儿像新加
坡！”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蔡簦合、英中
贸易协会总裁傅仲森等来访海口，不约
而同地拿新加坡与椰城作了比较。

“以前涨潮退潮，海滩上都要留下
一大片垃圾，现在连大一点的石子都

看不到了。”在海口假日海滩旅游区沙
滩上散步的市民们发现，一辆巨大的
四轮车来回穿梭，所过之处沙粒细腻
平整，没有一点垃圾。这是海口引进
的首台沙滩清洁车。

海口环卫一体化PPP企业玉禾田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以往清理沙滩上的
垃圾，依靠人海战术，清洁工把垃圾一

点一点从沙子里面捡出来，既费时又费
力。引进的此台清洁车可用于日常及
定期的大面积沙滩快速、精细垃圾筛分
清理。每小时能够清理沙滩2万平方
米，相当于60名清洁人员的工作量。

引入环卫PPP模式之前，海口市
机械化清扫作业率仅为19%。PPP项
目企业进驻后，海口形成“洗、扫、冲、
吸、吹、干”一体化的环卫作业模式，全
市机械化清扫率已达 60%，建成区
一、二级城市道路机扫率达到100%。

除了街头巷尾能看到的清洁保洁
工作，厕所也是环卫PPP一体化的内
容之一。

“真干净，跟大酒店里的厕所比起
来都不差！”海口市新埠岛新世界花园
度假村附近的一间公共厕所旁，海口
市民陈先生连连点赞。这是海口市以

PPP的模式启动环卫一体化之后，按照
“双创”的标准和旅游城市的要求建立
起来的公厕之一，如今已经有越来越
多这种类型的公厕在海口拔地而起。

台风“电母”过后，家住海怡路银
湘公寓的住户们发现，以前暴雨过后
就会出来的老鼠、蚊子都看不见了。

“不仅是小区，连买菜的环境也变好
了。”居民王英益说。

在海口港丰农贸市场，没有异味
和蚊蝇，进门处便有风幕机，不仅赶走
了苍蝇，阵阵凉风也让人觉得凉爽。
改造后的市场变得洁净美，有了超市
范儿。

蚊蝇数量是农贸市场洁净程度的
直接反映。记者看到，市场里划出了
全封闭的“熟食区”和“面点摊”，外面
安装了纱窗，只在顾客取食物时才打

开。“这里的食品市民买回去是直接吃
的，所以一定要确保卫生，不能让一只
苍蝇飞进去。”秀英区双创指挥部相关
负责人说。

“我们对市场周边1公里的蚊蝇
孳生地都进行了消杀。”海口海秀街道
工委书记孙副林说，市场重新使用后，
海秀街道工作人员联合园林局对市场
周围树木的枯枝进行修剪，清除容易
孳生蚊蝇的蝙蝠粪便。

来自东北的“候鸟”老人桑军说，
当初是看中了海南的好气候，跟着女
儿来这里定居。一年来他发现，“双
创”改善了整座城市的里里外外的环
境卫生。“我打心眼里为这种变化高
兴，希望‘双创’的成效能永远坚持下
去，让我们的后代也能享受到宜居的
城市环境。”（本报海口8月31日讯）

8月30日，海口桂林洋大学城，各大高校都将校园装扮得整整齐齐，用最靓丽的校容校
貌迎接大一新生的到来。目前，桂林洋大学城的高校有：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院、海口
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对于一座城市，健康是开创美好未来的根基。中央
吹响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号角，省委提出建设健康海南
的总动员，海口市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精神，以“双
创”为总抓手，从环境卫生、公众健康等角度出发，提升
首善之城的城市品质和文明风貌。本报今起推出系列
报道“关注健康海口创建”，敬请关注。

本报三亚8月31日电（见习记者许世立
记者黄媛艳）昨天，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开工建
设，加之前日开工的三亚当代艺术馆暨世界手
工艺理事会国际交流中心项目，三亚一周内新
添两个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旅游业“3.0版”发
展进入快车道。

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是海昌海洋公园控
股有限公司打造的一座集文化旅游、休闲度
假、娱乐体验、创新商业为一体的国内首个
沉浸式海洋主题文娱综合体，预计2018年底
营业。

随着三亚旅游“3.0版”转型升级的步伐不
断加快，系列大型旅游项目纷纷在三亚落地生
根。中国首个具有国际前沿特色的艺术综合体
——三亚当代艺术馆暨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国际
交流中心项目，也于近日在海棠湾举行奠基开
工建设仪式，总建设面积约35万平方米，预计
2019年竣工，总投资超过35亿元。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三亚市民游客观赏艺术、放松休闲的
重要场所，以及举办重大国际性活动的公共艺
术空间。

三亚两个大型旅游
综合项目开工

我省灾后通讯
全面恢复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欧燕燕 陈异涵 王斌）今年第8号强热带风
暴“电母”肆虐，全省通信设施损毁严重，基站退
服、光缆中断、机房浸水、库房被淹，灾区正常通
信受到严重影响。截至目前，三大运营商均已
实现灾后通讯全面恢复，营业网点全面复业，由
抗灾转为灾后建设阶段。

在抢通行动中，海南移动共组织人员4713
人次、油机2043台次、车辆2846台次进行应急
救灾保障。目前，已抢通1682个退服基站，45
段中断光缆及 169 条中断专线，抢通率达
100%，圆满完成了台风“电母”应急保障任务。

这次灾情共造成海南联通直接经济损失达
980万元。经过全省联通员工连日来的全力抢
修，8月22日，联通在乡镇以上地区已经全部
恢复通信；23日上午10时30分，受灾地区通信
已基本恢复，通信网络正常运行。

海南电信累计出动抢修人员3480人次，出
动抢修车822台次，出动应急通信保障车1台
次，卫星保障电话2部，应急油机发电数量571
台次，为灾区提供24小时无条件开机服务，发
送应急预警短信息170.5万条户。

桂林洋大学城新容迎新生

海南首届未来城市国际论坛举办

国内外专家建言
海口城市建设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叶媛媛）8月30
日，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航基础承办、海航
设计、中国建筑中心组织的“海南首届未来城市
国际论坛”在海口举行。

论坛围绕“城市·建筑·生态”三个核心议题
展开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建筑规划
大师基于对当代城市现状及问题的反思，分别发
表了主题演讲，探讨如何运用前沿的设计思想、生
态技术，营造宜居的未来之城。嘉宾们还围绕

“未来城市”的相关话题展开深入探讨，结合各自
研究和实践领域畅想未来城市的种种可能。

在当天的高端对话环节，多位建筑大师还
为海口的发展建言献策。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宇航说，海口作为中
国的海滨城市之一，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因此
这座城市在建设上不仅要服务本地老百姓，还
要更多考虑国际游客。

勠力同心
服务社会投资

我省服务社会
投资百日大行动
今日启动

◀上接A01版
加强学习，提高策划生成项目的能力、
统筹推进工作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
能力，以此为服务社会投资提供坚强
的作风和能力保障。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使命光荣。让我们
弘扬实干担当、拼搏奉献、敢打必胜的海
南精神，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行
动中去，勠力同心，众志成城，主动作为，
掀起投资、建设的新高潮，为实现全年
目标任务，为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上接A01版
大行动期间将重点从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推广电子证照库的运用、
推行3日限时办结、在产业园区有序
推行“极简审批”、加强招投标服务保
障、推动开展“承诺审批制”等方面优
化审批服务，为社会投资项目审批和
招投标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

金融机构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引
下也积极行动起来，明确大行动期间
的10多项工作任务，努力破解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省金融办负责人表示，
全省金融机构将多措并举，发挥各自
优势，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推动信贷
创新，大力推动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优化金融服务环境，切实提高
融资效率，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动实
体经济和金融企业的“双赢”。

社会投资和民营企业也对服务社
会投资百日大行动的启动予以积极期
待。“政府开通绿色审批通道，最大限
度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审批时间，将为
项目快速推进提供强有力保障。”海南
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海南政府全力服务企业的各项
举措，增强了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加快
项目建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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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面展开
跨部门信用合作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曲易伸）为发挥市场激励机制作用，营造优良
的社会信用环境，昨天上午，省国税局与省地税
局、省食药监局联合签署“信用互动合作框架协
议”。该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我省跨部门间的信
用合作全面展开，各方将通过持续加强信用信
息的衔接和增值应用，不断提高信用信息应用
的“含金量”，产生“1+1>2”的效果。

税务部门将通过支持和配合食药监部门运
用信用互动平台，利用纳税信息和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信用信息，助力企业良性发展；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将利用交换信息，加强对市场主
体的监管和服务，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
场监管体制，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