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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治理，动用的是政府的财政
资金。此次美舍河治水的钱是怎么花
的？这笔钱是否花得值？是很多老百
姓关心的问题。

“美舍河的治理使海口城市品质、
形象得到整体提升，收获了经济效益，
是经营城市理念的生动体现。”海口市
水务局局长蔡能浩从科学性、溢价性、
节约性、可持续性4个方面解读了美
舍河治理背后的经济账单。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口人，20年
间，蔡能浩见证了美舍河的多次治
理。1992年，海口市政府在财政困难

的情况下，全面整治美舍河，建水泥
墙、水泥硬底，将河道拓宽至25米到
30米；2000年，在美舍河建2.3千米
示范段工程，清理河道淤泥，对河道两
岸进行绿化美化；2006年12月，出动
机械150多台，在美舍河清理淤泥约
3.76万立方米……因过去美舍河的治
理手段主要通过末端截污、硬化河道
和清淤等传统模式展开，没有根本解
决排水管道结构性缺陷和排水口不完
善问题。

去年2月，海口开启城市更新7
大板块的首场“战役”——美舍河治

水，将生态修复理念融入水体治理，采
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景
观提升”的治理方法。经过一年半的
治理，美舍河水质常态下达到V类水
及以上标准，超前完成考核目标。

蔡能浩说，科学的治理方法让海
口从反复治理的老路中走了出来，不
仅净化城市水体，而且带动了周边商
贸区的快速发展。

三角梅、大叶油草、椰子树……在
美舍河沿岸，处处可见海南本地的植
被。“以大叶油草为例，相比于台湾草，
其采购成本从每平方米20元减少到

6元，养护成本也减少了一半以上。”
曾担任海口市治水办综合组组长的王
亚琴介绍，在美舍河凤翔公园的修建
过程中，尽可能保留原有树木与设施，
体现本地特色的同时有效控制成本。

“要实现美舍河的长治久清，日后
的管理比治理更重要。”海口市水务局
水务处处长谭晓茹介绍，在治理模式
方面，海口创新采用了“PPP（公私合
营）+EPC（总承包）+跟踪审计+全程
监管”模式。和PPP公司签署15年的
运营协议，按效付费，保障水环境治理
效果的可持续性。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美舍河，从南
至北穿城而过，静
静滋养着海口人，不
管春秋、无论朝暮。

如果一年前，
海口提出要把全市
污染的河流治理
好，让市民像童年
时把脚放在河里嬉
戏、玩耍，把河周边
打造成“水清、岸
绿、景美、民乐”的
生态公园，很多人
不会相信。但一年
后，海口市民亲眼
目睹了美舍河水
质、生态、景观点滴
变化，大家知道实
现这个目标已不再
遥远。

这一年多来，
“坚强的信念+科学
的路径+正确的方
法”让美舍河短期
内有了变化、中期
内取得了成效，长
期内巩固了成果。
美舍河治理成为提
升城市品质的助推
器，实现了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民生
效益的共赢。

喝的水是否健康？河湖水是否干
净、可亲近？有没有造成内涝……这
些都是城市居民对于周边水体最为关
注的问题。海口在美舍河的治理过程
中，始终把人的感受放在重要位置，以
达到人与水关系的重塑。

8月12日下午，海口又迎来一场
大雨。在海口市第七中学校门口，积
水在雨后一个小时就退了。七中校长
王梅男记得，由于学校紧挨着美舍河，
且地势低洼，以前无论大雨小雨，学校
门口都会涝。

在美舍河治水施工中，专家指导

施工方在河边挖了一方小池，调整校
门口空坪的坡度。小雨时，坪里的雨
水能向小池汇集；大雨时，小池蓄满
后，雨水漫过河边小道，再直接流进河
里。经过海绵化改造，七中门口再也
没出现过严重内涝。

如今的美舍河，水体自净能力正
在提升，水体透明度、溶解氧、氧化还
原电位、氨氮4项指标全面达标。每
到周末，凤翔公园的停车场都停得满
满当当，阳光草坪上有很多放风筝、奔
跑嬉戏的孩童。

琼山区府城镇迈瀛村紧挨着凤翔公

园，公园修建好后，很多村民养成了健
身、锻炼的好习惯。村民周海强把家里
一楼整修后，开了一间小卖部卖椰子、茶
水，生意很是红火。“公园的建成让整个
村庄的精神风貌都得到了提升。”海口市
琼山区凤翔街道工委书记何晓涛说。

从过去的黑臭水体到如今的城市
湿地、景观公园，美舍河治理工程为市
民提供了更多休憩空间。美舍河凤翔
公园成为集湿地观光、市民休闲、科普
教育、滨水游憩、生态保育为一体的综
合性生态公园。

人和水变得亲近的同时，水安全

也得到保障。谭晓茹介绍，美舍河治
理在控源截污的同时，强调扩大河流
的行洪面，从河流断面来看，原来的长
方形成了现在下窄上宽的梯形，加大
了分洪力度。“行洪标准从20年一遇
提高到24年一遇。”

“海口将以水生态修复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和城市价值，通过
强化水资源保护，推进城市海绵化改
造，打造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促进

‘人、水、城’的和谐发展。”省委常委、
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说。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科学治理效果持续 环境改善提升品质

打造水体治理范本 建立全民生态思维

美舍河的治理既是把生态资源转
换成生态资产的过程，更是一个培养
全民建立生态思维、树立生态观念、提
高生态素养的课堂。

在凤翔公园东南侧的坡地上，有一
处占地1.4万平方米的8级人工梯田净
化湿地。走进看，美人蕉、睡莲、再力花，
每一块地都种上了不同的水生植物。

除了是生态景观，梯田湿地更是
一座靠生态做工的污水处理厂，可通
过生物净化作用，降解水中污染物。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海绵城市建设分院景观设计室主任张
建乔介绍，梯田湿地每层高80厘米，从
上而下分别是植被、种植土、生物净化
填料、细石子、粗石子。现在公园周边
小区的生活污水被收集至此，在预处理
设备中进行预处理后，流入美舍河。

通过湿地处理后的中水、雨水，都
将成为美舍河的景观补水。“近期可日
处理0.5万吨的生活污水，远期可日处
理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海南天

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坤说。
人工梯田湿地同时具有低能耗、低

成本的优势。经测算，污水处理厂、租
用一体化设备、梯田湿地处理一吨污水
的成本分别为0.95元/吨、1.2元/吨、0.2
元/吨，梯田湿地经济成本优势明显。

在美舍河成功种植红树林是此次
生态治水中的一大“惊喜”。红树林不
仅具有净化水体，营造生物栖息地，维
护生物多样性等作用，还可以成为海
口这座滨海城市的特色景观。

去年3月开始，5个示范段中，除
了高铁桥下和凤翔公园两段，海口还
在长堤路、振兴路、文明路、白龙路、国
兴路附近河段分批种下红树植物。

然而，红树林更大的意义在于，国
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后，国家之
间可购买碳排放指标，通过市场机制实
现生态价值补偿。研究表明，红树林系
统固碳能力为地球生态类型之最。“种
在美舍河里的红树林就是‘金山银山’！”
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刚说。

增加亲水休闲空间 重塑人与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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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8个月、540多天，海口治水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终于被拿下了！
8月12日，海口宣布经过一年半的治理，美舍河水质常态下达到V类水及以上标准。同时，凤翔湿地公园生态科普馆也正式开馆。
2017年2月，海口市选取污染程度高、跨越最长的美舍河作为突破口，以河长制为抓手，紧紧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生态理念，全面推进水体治理。不到两年，美舍河从生态负资产变身城市新名片。而海口也以美舍河为示范全面推进城市水体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机制共创、社
会共治、人民共享”的治理之道。

从12日起，本报将推出美舍河治理系列报道，系统展示美舍河治理成果及经验，敬请关注。

关注海口美舍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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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半的治理，海口美舍河从生态负资产变身城市新名片

一条河治理背后的“三张账单”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海口消防提醒市民
谨防雨后电气“冒火”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杨
宇鑫）近日，受热带低气压影响，我省多地连续强降
雨，阴沉多雨、闷热潮湿的环境极易诱发家庭电气火
灾事故。海口消防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暴雨过后应
注意电器线路检查，采取防潮防腐措施，及时维修和
更换受损线路，严防因潮致火，确保雨后无火灾。

在潮湿的雨天，电器的线路很容易发生短路，而短
路后产生的电火花可以在瞬间点燃易燃物，导致火灾。

应及时对配电线路和电器设施进行检修，对陈
旧老化的电线要及时更换，对容易被雨水浸泡的电
线，应采取迁移或架空等防护措施

在潮湿、高温、腐蚀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敷，
应使用套管布线

在多尘场所，要经常打扫线路，防止积尘遇水受
潮后形成导电体

尽量避免施工中的损伤，注意导线连接质量，活
动电器设备的移动线路因采用铝装套管保护，经常
受压的地方用钢管暗敷

严禁违章用电，不能用铜丝、铝丝代替保险丝，
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用完后应及时断电

要做好这5条
防范雨后电器“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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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
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魏安
妮）海南日报记者12日从海南铁路获悉，受琼州海峡
停航影响，进出岛旅客列车依然停运，具体情况如下：

8月11日北京西开往三亚方向Z201次运行至
湛江西站后不再开往三亚，在湛江西站折返开
FZ202次去往广州，FZ202次按Z201次停站办理
旅客下车业务。8月13日三亚开Z202次改为8月
14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湛江西——三亚间Z201
次、三亚——广州间Z202次停运。

8月11日上海南开往海口方向K511次运行至
广州站后不再开往海口。8月13日海口开K512次
改为8月14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广州——海口
间K511次、K512次停运。

8月11日哈尔滨西开往海口方向Z114/1次运
行至湛江西站后不再开往海口，在湛江西站折返开
FZ112次去往广州，FZ112次按Z114/1次停站办
理旅客下车业务。8月13日海口开Z112/3次改为
8月14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湛江西——海口间
Z114/1次、海口——广州间Z112/3次停运。

8月11日长春开往三亚方向Z384/5次运行至
湛江西站后不再开往三亚。8月13日三亚开Z386/
3次改为当日在湛江西站始发。同时湛江西——三
亚间Z385次、Z386次停运。

8月12日郑州开往海口方向K457次运行至塘
口后改为到湛江站终止，不再开往海口。8月13日
海口开K458次改为当日在廉江站始发。同时塘口
——海口间K457次，海口——廉江间K458停运。

请需乘坐火车过海的旅客要注意车站公告或关
注http://12306.cn铁路官方网站列车开行信息，以
免耽误行程。

海口中小学招生实地
核查工作持续到19日
家长尽量不要出远门，电话保持畅通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叶媛媛）11日，海
口市2018年秋季中小学招生实地核查工作正式启
动，海南日报记者12日跟随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
实地核查分队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入户调查工作实
际开展状况。

12日早上八点半，由滨海九小教研室副主任叶
华荣、教师洪海慧组成的实地核查小分队，来到了位
于海口市丽晶路的保利中央海岸小区。“这是我们学
校划片范围内的新建小区，今年申请入学的孩子不
少。”叶华荣说，今天他们要在这个小区里走访28户。

叶华荣告诉记者，实地核查最重要的就是检查
房子是否符合入住条件和实际居住情况。“自购房和
租房居住的情况不同，自购房一般分为事实居住、装
修完毕、装修之中、尚未装修、尚未交房5种情况，只
有事实居住、装修完毕两种情况符合入学条件；租房
居住分为事实居住、非事实居住、不常居住、查无此
人和无法入户5种情况，只有事实居住一种情况可
以入学。”洪海慧介绍。

教育部门提醒，海口今年中小学招生实地核查
时间为8月11日—19日，请家长在此期间尽量不出
远门，电话保持畅通。

本报文城8月12日电（记者袁
宇 特约记者黄良策）8月12日，阴雨
天气没有影响到文昌市冯坡镇委书记
陈东明的好心情。原来，当地引进的
芡实经过一年试种后，技术与产量均
已稳定，并于近日进入了采摘高峰期，
亩产高达300斤，利润可达上万元。

冯坡镇大部分农田地势低洼，每
年雨季均会影响农田生产。“我们镇
有很多撂荒地。”陈东明说，镇里经过
组织多次调研，认为芡实的生长习性
比较符合当地水质、土壤和气候条
件，“所以我们在2017年引进了海南
亿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试种了120
亩芡实，期望能解决冯坡镇贫困户就
业问题。”

芡实，俗称鸡头米，是一种具有
益肾固精，补脾止泻效用的中药。海
南日报记者在冯坡镇芡实种植基地
看到，芡实叶犹如墨绿圆盘，紧密地

挨在一起，平铺在水面上，长势喜人。
“新鲜的芡实采摘下来后还要送

去加工厂加工。”冯坡镇青蓝坡村村民
洪盛丰已经在芡实种植基地里做了一
年工，“一天挣工钱120元，现在采摘
技术娴熟了，看一看叶面，一摸根茎就
能知道这株芡实叶底下结了多少个芡
实，有时候一株就能采摘十几个。”

“芡实是一个特色产业，市场价
格比较平稳，晾干后每斤售价80元
左右，效益非常可观。”冯坡镇芡实种
植基地负责人牛得华说，海南气候很
适合种植芡实，亩产最多达300斤，

“去年我们种植了120亩芡实试验
田，今年为了巩固种植技术没有扩大
面积，明年再稳步推进。目前已带动
12个人就业。”冯坡镇还有一些撂荒
地，牛得华说，未来他们计划把这些
撂荒地利用起来，开发为芡实田。

目前冯坡镇已建起了芡实加工
厂，可以使用机器处理芡实，产出的芡
实主要销往江苏、福建等地。“我们对
芡实产业信心很足，计划明年扩大种
植规模，打造海南芡实品牌。”陈东明
表示，目前芡实产业已帮带贫困户45
户共199人，每亩利润可达上万元。

文昌冯坡镇试种芡实一年，亩产300斤利润达万元

撂荒地将变“聚宝盆”

近日，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游客在海里潜水时被一群斑马鱼包围。连日来，省外多个地区持续高温，不少游
客选择到海南避暑游玩，潜水、游泳等亲海项目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亲海项目受欢迎

第98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展现脱贫攻坚中的法治力量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第98期海南省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8月13日晚
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及三沙卫视
（20时30分）播出。本期节目将邀请
到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林琳，和
大家谈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助推脱贫攻坚。

观众还可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
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
本期节目。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

“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继续开
放，电视夜校栏目组的线下售卖活动
仍继续推出扶贫农特产品。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海口两批发市场
负责人被约谈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张
期望）由于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和南北
水果批发市场存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等问题，8月10日下午，海
口市食药监局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
两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在当天约谈会上，海口市食药监
局对两家批发市场提出以下整改要
求：一是完善市场开办方食品安全责
任制度及组织架构；二是健全市场准
入制度；三是落实好市场开办方检验
检测主体责任；四是健全不合格食用
农产品退市及召回制度；五是落实经
营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两家批发市场的负责人分别作了
表态发言，表示会后立即开展自查自纠，
按照约谈要求落实整改，抓严抓细抓好
食品安全工作，并保证严格遵守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落实市场管
理主体责任，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切实保
障好入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