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东地区

重点提高该区域防洪标准，保障区域
内独流入海河流枯水期生态需水，解决城
乡生活与农业灌溉供水能力不足问题

琼西地区

保护昌化江河口
地区生态环境，完善昌
化江流域的防洪体系

琼南地区

重点改善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内独流入海河
流的枯水期生态水量供水条件，保障冬季旅游
高峰期城乡生活、南繁育种基地灌溉用水需求

琼北地区

优先保护南渡江流
域生态环境，解决防洪存
在的短板弱项问题

中部生态绿心

构建中部水塔安全屏障体系，
强化“两江一河”源头区生态保护
红线管控，严格控制工业发展

《海南水网建设规划》明确，我
省将构建“一心两圈四片区，三江六
库九渠系，联网联控调丰枯，安全水
网保供给”的海岛型立体水网

一心
中部山地生态绿心

两圈
环岛台地平原热带特色农业圈和外环沿海平原城镇发展圈

四片区
琼北、琼南、琼西、琼东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邹小和

10月 29日下午，定安县雷鸣镇
埇坡村，炽热的太阳已向西偏，村民孙
仁明肩担着两个水桶，走到村边田埂
下的水坑，准备挑水浇槟榔苗。“已经
有一个月没怎么下雨了，天天出太阳，
我家刚种的这几十株槟榔得天天挑水
浇，不然就要被晒焦了。”

走访我省部分农村，海南日报记
者发现，缺水是农民们谈到庄稼种植
时常提到的问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海南岛四
面环海，雨量充沛，但实际上在水资
源方面海南也是缺水省份，工程性和
季节性缺水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总院高
级工程师杨晴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道。

10月初，《海南水网建设规划》在
北京通过水利部专家评审，水利部已
印送审查意见。省水务部门将加快推
进落实，解决海南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问题。10月30日，省水务厅邀请水

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总院高级工
程师杨晴举办《海南水网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专题讲座，解读该规
划内容。

降水量丰富的
海南也“喊渴”

据介绍，2017年，海南年平均水
资源总量为307.3亿立方米，人均水
资源量为3350立方米，约是全国人均
水资源量的1.7倍。水资源如此充沛
的海南，为何还缺水？

杨晴介绍，海南独特的海岛型雨
情水情，造成水资源天然存续能力
弱。相比全国，海南的水资源量相对
丰富，但降雨和水资源分布时空分布
不均，具有明显的年内、年际丰枯差
异，干湿季分明，丰枯水年来水相差
3.3倍。“中间高、四周低的地形造就
了海岛河流疾丰疾枯，河流水系源短
流急，中小河流洪水期洪涝严重，枯
水期则河道断流，自然水系天然存蓄
能力弱。”

自然水系天然存蓄能力弱，需要
蓄水工程对河流丰枯调剂互补。据了
解，海南现有水利工程总有效库容72

亿立方米，占总径流22.5%的大中型
水库多位于丘陵台地，输配水网络不
健全，且大部分水库、渠系之间缺乏有
效连通，自成独立的供水区域，不能实
现丰枯调剂、应急调度，导致工程性和
功能性缺水问题比较突出。

“海南多年年均降雨量是1790毫
米，但是地形和热带气旋影响，雨量分
布是中部和东北部多，西南部少，而蒸
发又刚好相反，由中部山区向西南部
递增。”杨晴说，降水空间分布不均
匀，导致海南的西部地区干旱特征明
显，需要蓄水工程及跨区域的引调水
工程。

省水务厅厅长王强介绍，近年来
海南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
就，但必须清醒意识到，海南水利基础
设施发展起步晚，在防灾排涝、自然生
态、城乡供水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水
网建设不健全会严重影响海南的经济
社会发展。

例如，目前全省城乡防洪标准低，
抵御洪（潮）涝灾害能力不高，一些城
市如海口、文昌等城市内涝频现；大部
分市县中心城镇供水资源多为单水
源，供水安全风险大；南渡江、昌化江、
陵水河等主要江河缺乏调蓄工程，冬

春季缺水现象普遍，且全省农田灌溉、
旅游生活用水集中在11月至4月，三
亚、陵水等市县城市会出现供水不足。

基础水利工程
建设逐步铺开

10月 30日，在文昌潭牛镇的罗
楼村田间，红岭灌区田间工程筑起的
渡槽如长龙盘踞在稻田之间，工程建
好后将源源不断输送水源，解决这片
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省谋划了一批重大
水利工程，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
板。红岭灌区工程、南渡江引水工程、
迈湾水利枢纽、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等4项工程更是被列入了国家172项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这些基础性
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将促进江河湖
库水系连通，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有效
解决工程性缺水。

杨晴说，基础性水利工程的建设，
是夯实海南水网的基础。例如，位于
南渡江中游河段上的迈湾水利枢纽，
是海口市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建成后将保障南渡江流域发展热
带高效特色农业水源调节供应，以及

为改善南渡江下游河段水生态环境创
造了条件。

省水务厅总工程师任长松介绍，
我省采取大中小工程并重，蓄水引水
工程并举，各项水利工程建设齐头并
进，形成蓄水、引水和田间水利工程三
级架构，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水利工程
网，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

2018年，海南确定了年度重点水
利工程项目17个，年度落实投资计划
41.46亿元。三亚西水中调工程、陵
水引乘济妹工程、南繁基地水利设施
项目、西干渠乐园至春江水库补水段
配套续建工程、红岭灌区田间工程等
将相继陆续开工，这些工程建设，将有
利于提升全岛水资源科学配置和灵活
调度，解决工程性缺水。

按照规划目标，海南要在2025年
基本建成海岛型水利基础设施网络骨
干工程。到2035年，全面建成工程
网、管理网、信息网为一体的海岛型水
利基础设施网络。2050年，全面建成
安全、生态、立体、功能强大的海岛型
水利基础设施综合网络体系，实现饮
水安全达标、洪涝总体可控、用水高效
可靠、河湖生态良好的战略目标。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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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椰岛”应急通信
保障演练在儋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王斌 符文伟
乔光伟）近日，中国电信2018“畅通椰岛”应急通
信保障演练在儋州市白马井镇顺利举行。本次大
型应急通信保障演练由中国电信中南大区海南、
湖北、广东、广西等四个省（区）分公司的应急通信
保障队伍在海南集结实施。

此次演练总共出动了中国电信应急通信车
12辆、配备应急通信装备100余套、演练科目8
个、参演队员60余名。各小组分工细致、集结有
序、反应迅速，各演练科目设置层次分明、目的明
确，体现了中国电信大区应急通信保障的应变能
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和目标，为今后应对重大灾
情通信保障积累了更多实战经验。

本次跨省区的大型应急通信保障演练以模拟
海南某地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如台风），该地区
通信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传输大面积中断，固
定及移动通信业务均无法正常拨打和连接。灾害
发生后，中国电信海南公司立即启动了应急通信
战区保障机制，在中国电信集团的统筹指挥下，中
南大区的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分公司应急通
信保障队伍迅速集结人员、车辆和装备，在规定时
间内到达指定应急保障地点，与海南公司的应急
保障队伍联合开展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本次演练由中国电信集团主办、中国电信海
南公司承办。

《海南水网建设规划》着力解决工程性和季节性缺水问题

我省将打造海岛型立体水网
反间谍法进高校
教你反奸防谍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高鹏）11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
谍法》（以下简称《反间谍法》）实施四周年，海南省
国家安全厅联合南海网在全省高校开展反间谍法
进高校系列活动，增强易受侵害的大学生群体防
范意识，再次提高社会各界对《反间谍法》的认识，
从而做到反奸防谍，人人有责。

11月1日，记者在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琼
台师范学院、海口经济学院等院校看到，宣传现场
设置了《反间谍法》内容、图解《反间谍法》、宣传漫
画等展板，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手册，扫码有
奖问答等，海南省国家安全厅民警现场接受咨询，
开展纪念反间谍法颁布四周年“万名大学生签名
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向在校大学生宣传什么是间
谍行为、如何做到反奸防谍等知识。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更好地学习了《反间谍
法》，提高了辩解能力，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海南
大学大一学生张俊炜说。海南大学大一学生王静
怡说，在今天的活动中学习了《反间谍法》，树立起
反间谍意识，她会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

“如果今后有任何机构、组织、个人让我去拍摄或
窃取情报，我会马上拒绝，同时拨打12339举报。”
海南医学院大一学生曾小芳说。

此外，南海网在PC端、客户端、官方微信公
众号推送反间谍主题微电影“风的诱惑”和图解版
《反间谍法》，以及全民参与的《反间谍法》颁布实
施四周年微信答题抢红包活动，多渠道宣传《反间
谍法》。近期，宣传活动将在全省高校陆续开展，
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防范间谍行为的意识，提高
维护国家安全行为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

广告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文涛与被执行人廖烜德、林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琼0105民初

5702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被执行人至今未主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被执行人廖烜德、林惠名

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74-1号皇家花园1栋11C房(证

号: HK119971 )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

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1911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25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王亚金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保

国用（2003）第22号]补办宗地档案权籍调查事宜。该宗地

位于保亭县城沿河北东路北侧，面积336.0平方米，用途为住

宅用地。经实地调查四至为：东至温泉南路，南至沿河北东

路，西至陈明添用地，北至保亭福乐家置业有限公司。凡是

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逾

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和办理

不动产登记手续。

保亭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拆迁及迁坟通告

根据海府[2018]118号征地通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
秀英区长流镇193.9亩集体土地作为南渡江引水工程五源河项目
建设用地。征收土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四至范围以测量
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业主和坟主，请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7天内，到长流镇人民政府办理拆迁及搬迁坟墓登记手
续，逾期当作无业主建（构）筑物和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王先生：13807577201 陈先生：13698976049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2日

文昌文教水吼村村民
自筹资金修建文化广场

本报文城11月1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王先伟）11月1日，文昌市
文教镇水吼村第五村民小组组长邢益
祯在修建中的烈士文化广场对海南日
报记者介绍,水吼村是一个有着优良
的生态环境和优秀革命传统的村庄,
经村民委员会商议，村民们决定修建
烈士文化广场。

邢益祯的身后，一栋占地约70平
方米的陈列室已经建好，周围的绿化
带、荷花池正在进行养护。

据了解，烈士文化广场修建资金主要
来自该村外出人员，村民齐心协力投工投
劳兴建。目前，整个工程已基本完工。

➡11月1日，俯瞰位于文昌市文教
镇水吼村正在修建中的烈士文化广
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
记者11月1日从海口市公交集团获悉，2018张
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活动期间，海
口公交集团联合上海熹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
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范围内设置12
条公交免费专线和7条公交免费摆渡线，供市民
免费乘坐前往五源河体育场观看演唱会。

市民还可投币乘坐五源河体育场周边28
路、28路快、35路、37路、37路快、40路等常规公
交线路到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免费换乘摆渡车抵
达五源河体育场。届时，海口公交集团还将加大
途经五源河体育场周边的公交常规线路的发班
密度，全力以赴为观演市民提供公交出行服务。

海口市民注意了

看张学友演唱会,19条公交线路免费坐
12条公交免费专线站点

秀英区 秀英区政府、万达广场、长流镇政府

龙华区 龙华总站、农垦总局公交站、万绿园南门

琼山区 红城湖公交车站、高铁东站、府城中学
美兰区 国兴大道大润发、海大北门对面公交站、钟楼公交站

免费专线保障时间

往程 17：30至18：20 发班间隔 10分钟／班

返程 22：30至观演市民疏散完毕，发班为灵活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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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条公交免费摆渡线站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五源河学校 远大购物广场

阳光丁香园 华盛中央公园 五源河公寓

省肿瘤医院

免费摆渡线保障时间

往程 17：30分至验票进场完毕

返程 22：30分至观演市民疏散完毕，采取滚动发班模式

经济观察

海口秀英区拆除
6.92万平方米违法建筑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10月31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组织国
土、城管、农林、联防、永兴镇政府等部门出动500
余人，来到位于永兴镇的海南京兴林木种苗示范
基地，开展违法用地集中拆除行动，依法强制拆除
钢结构仓库6.92万平方米、水泥硬化地面9万余
平方米。

2017年，京兴林木种苗示范基地新增的18
宗钢结构仓库被国土资源部列为国土卫片违法
用地。据介绍，京兴林木种苗示范基地未经行政
许可，违法使用土地建设仓库，严重不符合海口
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了解到该基地的仓库
属于违法用地后，我们多次找到业主进行商谈，
要求其进行自行拆除。但数月过去了却迟迟未
动。为此，我们决定组织多部门对该违法建筑进
行依法拆除。”秀英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大队长
王荣来说，拆除之后，他们还将对此地进行复
绿，尽快还原土地性质。

据悉，为实现和谐拆违，秀英区永兴镇政府、
区城管、国土等相关部门多次派人到现场调查了
解情况，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大多数群众赞同支持
拆除。同时，由秀英区人民法院、法制办组建法制
宣传组对该区域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正面宣传，对
强制执行等相关问题进行释法说理，争取更多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