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做好东方市的宣传报道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海南日报社与东方市委市政府联合推出《东方新
闻》，挖掘东方之美，深度全方位报道东方重点工作、主线工作，展现东方市社会经济旅游文化亮点和民俗风情，在全省搭建
一个展示东方发展的平台，吸引各界为东方发展建言献策。

《东方新闻》还将体现地方特色，展现地方文化和民俗风情，突出文化品味和人情味，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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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站手记

本报八所4月27日电（记者张惠宁）4月25
日下午，一名患有先天性唇腭裂的女婴在东方市
新龙镇的海防林内被人发现。经过东方医院救
治，女婴目前生命体征正常，东方市民政局呼吁大
家帮女婴寻找家人。

今天下午13时，在东方医院新生儿科病房，
女婴正安睡。女婴双眼皮，长相清秀，有时会突然
睁开下眼睛，有时似乎还在笑。新生儿病房护士
告诉记者，女婴因为唇腭裂不能通过吸吮、吞咽进
食，只能进行胃管鼻饲。其他情况安好。据值班
医生介绍，女婴的唇腭裂比较严重，医院目前只能
对症治疗，给她补充营养。她需要到海口或广州
等地的大医院去做唇腭裂修复手术。

据介绍，该女婴出生一周左右，被发现时身边
除了包裹的衣物，奶瓶，再无其他物品。如果您可
提供相关线索，请拨打东方市救助站电话：0898-
25522572。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彭珊珊

河流如同城市的血脉，记录着城
市的发展轨迹，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则城市宜居。2016年至2017年，
东方市投入3.87亿元资金治理城区
水污染、美化水环境。今年又将再投
入2.46亿元治理城区水环境。东方
水系连通规划将北黎河的水引向八所
城区，让西湖湿地水波荡漾能泛舟，城
市因水而美。

北黎河，罗带河，城区
两河先美起来

摊开东方市八所城区的地图，可
清晰地看见，北黎河与罗带河，一北一
南，自东向西，几乎平行地穿过八所而
入大海，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两条河流
已进入城区版图。

北黎河，全长44.07公里，河面宽
广，东方市对其进行防洪护岸等工程
建设后，面貌一新。河道两侧修起了
护栏，还建有观景平台和亲水平台，沿
河还修有一条水泥便道，小车可通行。

如今，北黎河边常有白鹭驻足休
憩，不时有市民前来这里休闲赏景。
4月26日上午11时许，在北黎河出海
口附近的一处亲水平台，记者与八所
镇墩头村村民小文闲聊，他说，附近墩
头村和港门村的村民晚饭后喜欢在北
黎河边散步。“这里变化很大，以前河
边长满杂草，根本不能通行。”

北黎河出海口前还建有一个橡胶
坝，它的作用就是抬高水位，保持河阔水
美。“看，这里还有一片红树林。北黎河
河堤还在做绿化种花种草，以后会更
美。”东方市水务局技术顾问冯明祥说。

过去，罗带河上游有不少养殖大
户近水养殖，畜禽粪便污染河流，造成
河水水质总磷等微量元素超标。东方
在罗带河推动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后，
在河道里种下一种叫做苦草的植物，
利用苦草的根系吸收污染物，经过光
合作用，苦草的叶子释放氧气，达到净
化水体的作用。

记者近日在罗带河下游看到，这里
水面一片平静，两岸正在进行河道整
治，修建护坡，河道一侧几处观景平台、
亲水平台已修建好。整个工程投资
5400多万元，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

城内四沟，清河拦污见成效

八所城区有竹金沟、龙须沟、中心
排水沟和老福根沟，这“四沟”的主要
问题是生活污水排放问题。东方市投
入4211万元对城区主要排水沟进行
截污工程建设，全长敷设截污管道
19.906公里。将排入河道的污水截
流至污水管道并最终引至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标排放，保证河道水质。截至
今年4月24日，累计完成投资1726.8
万元，工程形象进度为41％。

竹金沟，河流面积 13.8 平方公
里，周边小区规模不断扩大，东方市投

资600万元，在竹金沟下游设置了三
台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每日可处理
污水600吨，临时解决这一带小区的
生活污水处理问题。

今年4月，东方市在全市开展“清
河行动”，城区四条沟都是重点。

4月26日，在八所城区碧海云天小
区附近的竹金沟，记者看到，污水经过
一体化处理设备应急处理后才排放，河
道水面干净，水中可见城市建筑和树木
的倒影。记者在解放中路段的中心排
水沟看见，河道内没有垃圾及漂浮物。

东方2017年在全省率先出台了
《东方市城镇污水排放管理办法》，已
投资8900万元对原日处理能力2.5万

吨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使之日处
理规模提升至5万吨，该污水处理厂
预计今年8月投入使用。东方还投资
2亿元，在八所城东片区、城北片区、
小岭村和居龙村，合计建设109公里
的污水管网，2019年主城区污水纳管
率将达到85%以上。

水系连通，提升城市品位

1741亩的西湖，位于八所镇滨海
片区，说是湖却难见水，长满了杂草灌
木，一片沉寂。东方将通过实施水系
连通工程，从北黎河引水至竹金沟，再
引入西湖湿地，兴建西湖湿地公园。

“以后西湖湖水深可达1米多，湖水面
积将达600亩，能泛舟。”东方市水务
局局长王斌说。

北黎河新街段已建起了一座28孔
的翻板闸，该翻板闸可以将水位提高
2.5米，以此能将水引入城区的竹金
沟。“在北黎河和竹金沟之间将兴建3.8
公里的落水沟，以连通水系，争取年内
动工开建。”王斌说，西湖湿地公园一旦
建成，将极大地提升八所的城市品位。

西湖湿地公园建设已完成规划设
计，预计投资5.7亿元。东方市将结
合西湖周遭棚户区改造工程，一揽子
进行，彻底改善提升城市面貌。

（本报八所4月27日电）

治理水污染，美化水环境，水系连通提升城市品位

精做水文章 河流美东方
本期头条

发现和挖掘候鸟型人才

“我们在超市、酒店等场所都张贴
了候鸟人才征集令，还联合市房管局，
在全市所有登记备案的小区，都张贴
了《致候鸟人才的一封信》，我们还在
市电视台、市人才工作网和东方党建、
东方宣传等微信平台发布人才征集信
息，全方位地发出我们对‘新东方人’
人才的邀请，同时也将优惠政策发布
出去。”4月26日，东方市委组织部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东方市在市委组织部设立“新东
方人”人才之家，还在规模较大的龙池
湾小区、山海湾小区、山水绿洲小区、
阳光海岸小区设立“新东方人”人才之
家联络站。“这样可以方便候鸟型‘新
东方人’人才在家门口就近登记信
息。联络站会及时将信息汇报给我
们。”东方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龙池湾人才联络站建立“新东方
人”人才档案，已经登记了113位“新
东方人”人才的信息。“我们联络站还
建有微信群，市里有人才需求信息，

及时发布在群里。”龙池湾小区物业
经理、人才联络站联络员张雁春告诉
记者。

记者从东方市委组织部了解，目
前东方市共登记候鸟型“新东方人”人
才541名，其中有高级职称的307人。

服务第二故乡，余热生辉

今年68岁的马秀清，退休前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三甲）203医
院妇产科主任。2017年3月24日，东
方市组织召开“新东方人”人才座谈
会，马秀清等15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
行业的退休专家受邀参会，东方市委
书记铁刚参加会议。“铁书记说，新东
方人、老东方人都是东方人，他恳切地
表示希望借助专家的力量帮助东方更
好更快地发展。”经东方市委组织部推
荐，马秀清出任东方医院妇产科业务
主任，她带教科主任开展卵巢恶性肿
瘤术中化疗、宫腹腔镜手术等“三甲”
医院才能进行的手术，提高了东方医
院妇产科诊治水平。

冯明祥，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原副主任，他受聘为东方市水务局技
术顾问后，挑起了东方开展河长制工
作的重担，建章立制，督查巡河，推动
河长制信息化建设，助推东方市河长
制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今年75周岁
的他，巡遍了东方市属17条河流，他
在乡镇巡河丝毫不马虎，有时中午来
不及回城区就在车里打个盹。别人担
心他身体，他总是回一句话：“越干身
体越有劲。”

65岁的数学老师佟凤贤今年上
半年受聘到东方市东河镇中心学校负
责六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天
天晚上都陪着学生在教室里晚修，
把学校当成了家。”她说，很感谢东方
市教育局提供的平台，“我愿意把我的
知识全部教授给海南的孩子们！”

创新方式，高效使用
“新东方人”人才

为充分发挥候鸟型“新东方人”人
才的作用，2017年东方市出台了《关
于充分发挥候鸟型“新东方人”人才作
用的意见》等政策文件，让候鸟型“新

东方人”人才在项目立项、成果奖励、
参评活动和服务保障等方面享受本市
同类人才待遇，同时每年还将给予
3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交通补贴。

“我们分门别类整理好人才信息
后，向各个单位发出推荐函，并给予积
极使用‘新东方人’人才和使用成效较
好的4家单位30万元的经费资助。”
东方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东方
市各单位目前聘请使用了20名高层
次候鸟型“新东方人”专业人才。

今年3月，在获悉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有近20名医学专家退
休买房在东方后，东方市有关部门负
责人前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洽谈合作，希望以此为纽带促成该院
对东方医疗事业的帮扶支持。

“下一步，东方市将积极创新候鸟
型‘新东方人’人才使用机制，采取咨
询服务、兼职兼薪、智力入股、合作开
发等灵活多样方式，组织引导候鸟
型‘新东方人’人才围绕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发展需要，为服务东方献
智出力。”东方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八所4月27日电）

东方，
一座出人意料的城
■ 张惠宁

久居海口，完全不知市县变化之快。比如
东方。

虽生长在海南，去东方的次数却不多。长久
以来，笔者以为东方是海南偏远落后的地方。从
海口到东方驻站，同事朋友中不少人打来电话“慰
问”。但到东方的第一周，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完全
出乎我的意料。

一个是东方城市显得大气，城市道路纵横交
错，大大方方，有成为大城市的底盘和架势。有一
次在东方医院采访“候鸟”专家，采访结束快中午
12时了，自告奋勇送专家返家，心想东方不大的
城市，送送不过就是两三公里的路程，没想到一开
好多公里，驶过了一条又一条街区，才到了专家居
住的碧海云天小区。惊诧东方城市如此“张得
开”。

海口街头的流行街饮品牌，东方也有好几家；
海口时尚的餐饮饭店，东方热闹的商业区也不鲜
有。可以说，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东方这座西部小
城越来越有都市“范”。

二是“新东方人”很多。在过去的印象中，没
觉得东方是一个能够吸引很多“候鸟”的地方。东
方把这些年买房移居东方的外来人口称为“新东
方人”。据估算，“新东方人”有15万人左右，春节
期间这个数字可达到20万，这让我想不到。采访
了才知道，这些把东方当做第二故乡的“新东方
人”喜欢东方，一是因为东方是热带滨海城市，但
气候又不潮湿；还有一点就是东方人不欺生排外，
欢迎“新东方人”。

三是很多人看好东方的发展前景。在街头问
路，不时遇到外地口音的“新东方人”，他们对东方
满意度挺高，看好东方的发展势头。“东方处在大
开发时期”“发展上升时期”“正在发展的城市”，这
些话语笔者屡屡听到。“东方就是等待开发的处女
地，我们不是实力最强的公司，但我们先发现这
里，看好这里，捷足先登。”东方鱼鳞洲景区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如是说。生活在东方的很多
人，看好东方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宜居宜游宜业
的城市发展目标。

东方人非常热情，有大海一样的胸襟。“老东
方人、新东方人都是东方人。”东方市委组织部在
各个小区以及城区的酒店张贴“致候鸟人才的一
封信”，收集候鸟人才信息，并为他们牵线搭桥，让
他们有智力支持东方的平台。每年还组织召开候
鸟人才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市委书记亲自参
会。今年春节后，省里宣传的12位对海南做出贡
献的“候鸟”专家典型，东方市就占了其中3位，出
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东方还有很多值得去挖掘和寻找的美，让我
们从今天出发，用心讲好东方故事。

请帮女婴寻找家人

整治施工中的东方市西湖。

正在进行生态修复的东方市罗带河。

正在进行河道整治的东方市北黎河。

挖掘“新东方人”人才资源，为他们发挥余热搭平台、建机制

东方借智“候鸟”英才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罗泰发

因为温暖的气候和
旖旎的热带滨海城市风
光，近年来，东方广受“候
鸟”人群青睐，据东方市
有关部门估算，买房居住
在东方的外来人口约有
十几万人。每年秋冬至
第二年春天，他们活跃在
东方，被东方人亲切地称
他们为“新东方人”。

“新东方人”中，藏
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东
方市响应省委、省政府
号召，广泛动员挖掘候
鸟型“新东方人”人才，
成立“新东方人”人才之
家和人才联络站，建立
了覆盖全市的候鸟型
“新东方人”人才信息收
集和联系服务体系，为
“新东方人”献智服务东
方创造条件，一批“新东
方人”候鸟专家发挥余
热，积极参与到东方的
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来。

目前，东方市
共登记候鸟型“新
东方人”人才541
名，其中有高级职
称的307人

张贴《致
候鸟人才的一
封信》，召开
“新东方人”人
才座谈会

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候鸟型“新
东方人”人才作用的意见》等政策文
件，让候鸟型“新东方人”人才在项目
立项、成果奖励、参评活动和服务保
障等方面享受本市同类人才待遇

设立“新
东方人”人才
之家、“新东
方人”人才之
家联络站

引才
举措

聚才
成果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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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启动“三创”工作以来，东方市下
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建设水平。经过一年的
努力，东方城区一条条景观大道宽敞亮丽；背街
小巷变得整洁干净；架空的电线、通信线路基本
实现“入地”；原本脏乱差的农贸市场形象一去不
复返。图为经过“白改黑”改造的东方市八所城
区解放东路。 (东方市委宣传部供图）

“三创”刷新城市面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苏晓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