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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易 努力破题

“农村生活污水的量虽然不如城
镇的大，但村民分布较散，而且污水
单体小，数量多，地域广，为整体投资
带来风险。”陵水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外，农村污水
处理站的维护运营也不容易，是一笔
不小的民生投入。

陵水全县每日农村污水生产量
是多少呢？据测算，陵水全县农村污
水产生量达2.3万吨/天。陵水共有
11个乡镇，116个行政村，502个自然
村，农村人口约29万，随着近年来农
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村生
活污水排放量日益增大。而陵水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工作长期滞后，农村生活污水
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明显。

开始农村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前，
陵水环保局工作人员实地调查发现，
陵水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的化粪池
均未做防漏处理，污水经化粪池简易
处理后直接渗入地下，厨房及洗涤污
水大部分直接泼洒在庭院空地或房
屋旁村道上，部分污水被农民直接排
入周边河流、湖泊和池塘等地表水体

或渗入浅层地下水。
“同时，农村生活污水已成为村

庄周边地表水、地下水重要污染来
源，也对村庄的村容村貌造成不良影
响，并直接危害到农民的身体健康。”
陵水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农
村大多数的传染病均与农村水污染
问题相关，伤寒、霍乱、肠胃炎、痢疾、
传染性肝炎等疾病均与水体污染有
关，陵水农村生活污水可能成为污染
源，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因此，开展
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刻不容缓。

规划先行 稳步推进

陵水环保局项目办主任陈哲阳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去年3月，陵水环保
局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程
建设，设立了专门的项目办公室。

谋定而动，规划先行。2017年
初，按照国家及海南省关于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目标及要求，本着治理目标

“只能更高、不能降低”的原则，陵水
环保局组织专业机构编制了《陵水黎
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实
施方案》，该方案涵盖全县10个乡镇
（黎安镇除外）96个行政村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任务。

该规划要求2018年底陵水农村
污水治理村庄覆盖率达到60%，2020
年实现100%全覆盖，届时将全面解
决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问
题，打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战。

“经过前期充分调研，结合我县
实际，优先将全县‘十三五’美丽乡
村创建目录中的村庄、饮用水源周
边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内、自然保
护区内、主要河流湖库周边、高速公
路两侧、国道两侧、城镇内河（湖）三
年行动治理、两个澙湖生态修复、重
要旅游景点的村庄纳入全县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计划中。”陵水环保局局
长吴定国介绍，陵水按“建设一批，
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方式，开展
治理工作。

“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
批”的方式，使陵水的农村污水治理
工作能在治中学，学中改，改则更
优。“2017年，陵水采取传统模式推进
单村自建分散治理，但不久就发现整
个办公室都快被材料堆满了，单村自
建分散治理模式下，每一个污水处理
站都得单独处理一遍流程，增加了许
多工作量。”陈哲阳说，“经过经验总
结与实践探索，后来我们发现采取
EPC模式（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推进整乡镇连片治理相结合方式统
筹推进我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更为
高效便捷。”

汩汩清水 滋润田野

1月9日中午，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陵水本号镇军昌村打鹿村民小组，
在村庄的一地势低处，绿树掩映之下
一间小平房格外显眼，走近，还可听
到平房内传来嗡嗡的水泵声，这是打
鹿村的污水处理站。陵水环保局项
目办工作人员王博介绍，经过处理的
污水可以达到一级B标准，可用于农
田灌溉等。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污水
经过处理已变得清澈。“村民的生活
污水通过管网自流首先进入到格栅
池中，经过粗格栅与细格栅的过滤，
然后流入调节池，并在风机的作用下
经过厌氧池和好氧池等环节的处理，
最后经过消毒器注入清水池中便可
达标排放。”王博解释说，这个污水处
理站虽然不大，但“五脏俱全”。

在村民黎道权家的院子中，海南
日报记者注意到，除了铺设了地下污
水管网，在水龙头和洗澡房的四周还
用水泥砌起一个圈，这样黎道权家用
水时污水就不会四处横流，而是流入
污水管网中。

陈哲阳介绍，2019年陵水计划对
192个村庄采用EPC模式开展农村
污水项目建设，总投资8.2亿元。前
期工作已开展到初步设计阶段，下一
步将进行项目招标工作。建设内容
为住宅单体分流制改造（排水单元接
户管改造）、修建住户厕所、建立污水
管道收集、处理及尾水排放系统，并
对施工中破坏的道路及绿化修复
等。目前开展建设农村污水治理工
作，给住户建设约2982座化粪池，修
建厕所约204间。

与许多农村建设项目类似，运营维
护是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一个老大难
问题。为彻底解决“重建设、轻管理”的
问题，陵水农村污水治理项目竣工投入
使用后，将委托专业机构对已建成的污
水治理设施进行维护管理，采用委托管
理模式，制定绩效评估办法，健全污水
排放监测系统，确保污水达标排放，保
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本报椰林1月10日电）

陵水加强农村污水治理，今年将在192个村庄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变清流 汩汩润民生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 陈思国

近日，正值陵水黎族自治县圣女果上市时节，
走进陵水光坡镇各村，只见田间一派繁忙，在田洋
边，一筐筐红彤彤的圣女果正在被工人们打包，即
将发往北上广等地。“陵水圣女果出了名的品质
好。”1月9日，来自广州的收购商张志恒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今年是他第3年来陵水收购圣女果了。

在陵水，圣女果种植已有十余年历史，圣女果
成为陵水农业的一张“金名片”，这不是依靠运气，
而是缘于科学种植。“用合作社培育的圣女果苗种
植，比起农户自家育苗种植的，发病率较低、长势
茂盛、挂果率高。”陵水绿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关负责人王玉怀说。

1月9日，在陵水绿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基地里，工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据了解，绿苑果
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的培育高质的圣女果苗和
打造农旅融合项目是陵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
子项目之一。

集约化育苗是陵水绿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项重要工作。“果苗的品质直接关系到作物今后
的长势。”王玉怀介绍，合作社共有120亩种植基
地，其中20亩基地作为试验田，20余个圣女果品
种至少要试种3年，通过对比试验再挑选出优良
品种进行规模培育。

在该合作社种植大棚里，活动苗床上摆满了
果苗，苗床上方安装了自动感应装置，通过全自动
的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等先进技术，让育苗管理
更精准。“我们还使用防虫网、沾虫板和节水浇灌
等多项物理、生物防控技术，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
用量。”王玉怀说，同时通过使用全自动浇水施肥
水车、在苗床上育苗等科学方式育苗，能提高圣女
果果苗的抗病性。

据悉，近年来，为推动圣女果产业发展，陵水大
力扶持建设规模化、集约化、功能齐全的现代育苗基
地，目前的6个基地年育种规模在300万至800万株
之间。“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基地有利于促进陵水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陵水农委主要负责人说。

在陵水绿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内，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工人正对一处大棚进行升级改造。

“我们将在基地内打造农业旅游项目，开展观光、采
摘、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等活动，提供育苗教育、加工
体验等服务内容。”王玉怀说，项目计划在今年圣女
果采摘季活动前完工，并着力打造亲子游、教育研学
游等主题的农旅融合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此外，陵水还将通过结合采摘季成立合作社、
引进专业团队等方式，让村民参与到特产销售、研
学基地、农家乐等经营活动中，并对村民开展旅游
接待培训，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让村民享受农
旅融合发展的红利。

（本报椰林1月10日电）

陵水绿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打造集约化育苗基地
选优培育圣女果苗
努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本报椰林1月10日电（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新村、黎安澙湖
是陵水黎族自治县重要的生态和景
观资源。近两年来，陵水积极对两大
澙湖进行生态修复综合治理。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陵水有关部门获悉，
新村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投入运行，将
有效治理新村镇及相关片区污水无

序排放问题，改善“两湖”地区生产生
活环境。

新村镇有疍家渔排、南湾猴岛两
大旅游景点，都位于新村澙湖水域。
而黎安澙湖则与新村澙湖相邻。近
年来，新村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大幅增
加，由于没有污水管网覆盖，居民生
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澙湖内，导
致附近海域受到污染，影响了新村镇

镇区及澙湖周边环境，破坏了近岸区
域的生态景观。

据了解，新村镇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工程是陵水“两湖”治理“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子项目之一。污水处
理厂位于曲港河南岸，厂区面积61
亩，日处理规模为2万立方米，建成
后可通过配套污水收集管网收集新
村镇镇区、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西部区域、清水湾旅游度假区部分
区域以及长坡、九所等乡村、社区污
水进行处理，出水执行一级A标准。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探访建设工
地了解到，该处理厂多个厂房主体建
筑已经成型，项目正加快推进，预计
春节后可进入调试阶段，并接入配套
污水收集管网，在年内投运。工程负
责人表示，该厂的处理规模，至少可

满足未来10年新村镇的污水处理需
求。

据介绍，此次污水收集管网建设
并未覆盖新村疍家渔排。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陵水有关部门对疍家渔
排污水排放问题进行单独处理，在渔
排餐厅底下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通
过连接厨房的油污废水管道收集污
水进行处理。

陵水联手省农科院应对圣女果减产
多举措保产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椰林1月10日电 （记者苏庆明 李艳
玫）圣女果产业是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的王牌产
业，也是陵水众多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依靠。但
去年下半年下种以来，目前已进入收获期的圣女
果因病虫害影响出现减产现象。针对此，近日，陵
水县政府联手省农业科学院进行调研，并实施初
步防病虫害措施。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有关乡镇圣女果田洋
看到，部分农户种植的圣女果植株较矮，未能充分
发育；枝叶枯黄的也不少，可见病虫害侵蚀的痕
迹。这部分农户田洋挂果比往年少。

尽管果实品质基本保持稳定，但产量下降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专家芮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病虫害滋生并导
致减产的原因是系统性的。首先是品种单一，
抗性下降。自2005年来，千禧品种占陵水圣女
果种植面积的90%以上，该品种的果实品质好，
但抗病性较差。由于品种单一且多年连续种
植，导致品种抗性降低，病虫害易于大规模爆
发。其他致病原因有：缺乏专业技术团队，种苗
质量缺乏保障；植株调控技术不合理；不合理施
肥；统防统治缺失。

针对目前状况，省农科院给出现阶段解决方
案。在病虫害重发区，由于无法挽救，建议在采收
完最后一批果后进行拉秧，将圣女果病株残体进行
集中销毁处理，杀死虫卵和病原菌，减少病虫残留
基数。农户可轮作青瓜、丝瓜、豇豆等作物改良土
壤。在轻发区，采用防虫网阻隔、物理防治和化学
药剂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方法，加强统防统治。

据了解，在圣女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光坡镇，省
农科院已协助政府开展病虫害消除工作。下一
步，光坡镇政府将对区域内每户农户种植圣女果
土地登记造册，引导各村成立合作社，由合作社进
行分片区组织化管理。光坡镇计划4月前全面回
收农户种植圣女果农用地，并于4月至9月进行
土壤休耕改良，改良方案由省农科院制定。

为解决育种育苗不规范问题，陵水农委将牵头
建立2019年政府指定圣女果种苗供应点，研究制
定购买种苗奖补办法，提高农户购买积极性；省农
科院将对育种育苗提供科技支撑。陵水还将成立
圣女果协会，出台保护圣女果品牌相关管理办法。

关于圣女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省农科院建
议，一是要进行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积极推广轮
作制度；二是筛选示范优质、抗病圣女果品种；三是
建设高标准种苗场，规范种苗培育技术；四是开展
耕地改良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五是推广圣女果病
虫害综合防控技术；六是加强技术培训。

新村镇污水处理厂预计年内投用
解决污染源问题，改善澙湖生态环境

已有88个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此外，还有38个在建，265个正在办理项目前期手续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陈思国

花香伴道，绿树
成荫。1月9日上午，
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
本号镇军昌村大开村
民小组，村庄干净整
洁。“过去生活污水没
有合适的处理办法，
只能沿着家门口的水
沟排出，既影响村容
村貌也不方便村民行
走。”大开村村民黎道
权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现在村里的污水
变为清水，并流入了
农田。

近年来，陵水按
照“政府主导、因地制
宜、试点先行、有序推
进”的思路，加强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努力
建立长效运行保障机
制，探索符合农村特
点、可复制、可推广的
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路
径和模式，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陵水已有88个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38个在建，265个正
在办理项目前期手
续；已完成41个行政
村农村污水治理项目
建设工作，完成总投
资约 13146 万元，生
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
政村比例为36%，每
天处理生活污水约
2803吨，覆盖人口约
26078人。陵水今年
将在192个村庄建设
污水处理设施。

数读陵水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底

今年将在

每天处理生活污水约2803吨，覆盖人口约26078人

已完成41个行政村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建设工作，完成总投资约13146万元 建污水处理设施

192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利用人工湿地技术处理生活污水。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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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龙

育种工作
助农增收

1月9日上午，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农民在农
田里，为中科院有关研究所
进行水稻育种种植，每天工
资为130元至150元。该
片田洋属于南繁科研育种
农田，由广陵高科公司租用
管理，提供给南繁科研单位
使用。近年来，该公司不仅
努力打造服务南繁科研的
公共平台，还通过提供育种
工作岗位等，帮助当地农民
增加收入。

文/本报记者 苏庆明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个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