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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治水

澄迈动态

控源截污、景观提升、定时监测，
澄迈善用“加减法”
推进城乡水环境整治

澄迈县检察院积极开展校园普法工作

一泓碧水映美景 两岸绿意展新姿
自 2017 年年底以来，澄迈对其中 92 条（个）
水体科学划定 127 个断面，
进行常态化监测

实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全县 130 个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定
期开展已划定的 10 个镇级及以下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巡查。

制图 王/凤龙

2018 年
澄迈共完工农村污水综合整治项目 12 个（覆盖 9 个行政村 13 个自然村），目前在建项目 2 个
（覆盖 7 个行政村 19 个自然村），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2 个（覆盖 2 个行政村）。

澄迈把全县 228 条（个）水体纳入“一张图”
管控，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宜养区、
限养区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一个蓝箱子，和一条溪流之
间有什么关系？澄迈县金江镇
沟边村村民王玉香注意到，一个
印有“污水治理特种兵”字样的
大集装箱“落户”流经村子的黄
龙岭小溪两年来，溪水变得更加
清澈，往日肮脏和臭气熏天的水
面也一去不返。
“这实际上是一个移动式污水
处理站，
负责集中处理村子的生活
污水。
”澄迈县水务局副局长王大
聪说，
黄龙岭小溪是我省重点整治
的64个城镇内河（湖）污染水体之
一，
通过设备的运转及其他一系列
治理措施，
目前已成功将这里的水
体水质由劣Ⅴ类提升至Ⅲ类、Ⅳ
类，
环境明显改善。
改变的不只是黄龙岭小
溪 。 近 年 来 ，澄 迈 善 用“ 加 减
法”，在城乡水环境整治上下硬
功夫、啃硬骨头，越来越多的
“黑
水河”
变得澄澈秀美。

严控源头 “减”去污染物
1 月 9 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沟边村，只见黄龙岭小溪两岸郁郁
葱葱、花团锦簇，一派生机盎然的景
象。
“ 几年前这里可是另一番模样。”
王玉香记得，那时，水中常有病死的
禽畜和塑料垃圾，溪水黑臭，途经此
处时，村民均掩鼻而过。
黄龙岭小溪位于澄迈县城西侧，
与南渡江交汇。过去，由于其上游有
近千亩农田和部分养鹅厂，许多化
肥、农药及农膜废弃物、养殖废水等
不断通过地表径流排入水中，再加上
下游村庄常将各种死鸡死鸭、生活垃
圾随意倾倒水中，最终造成王玉香所
看到的污染场面。
黑臭在水中，根源在岸上，抓好
控源截污是整个水环境综合整治成
败的关键。为此，近两年，澄迈把全
县 228 条（个）水体纳入“一张图”管
控，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宜养
区、限养区。
“ 对于禁养区内的养殖
场我们能搬则搬，不符合要求的则
直接拆除。”澄迈县环保局局长王哲

已帮扶62名戒断人员就业、
回归社会

澄迈老城河治理后水清岸绿，面貌焕然一新。
能介绍，另一方面，澄迈也加强了河
流周边农药化肥的减施工作，同时
通过建设农村污水综合整治项目，
从源头解决农业废弃物和农村污水
排入水体的问题。
以黄龙岭小溪为例，通过这座移
动式污水处理站，王玉香家及左邻右
舍的生活污水均会进入处理站，经过
沉淀、厌氧、悬浮滤料生物膜等工序
就地处理，达到水质要求后再进行排
放。王大聪表示，设置“蓝箱子”只是
临时措施，等今年农村污水管网铺设
完毕后，沟边村的污水将通过管道直
接排入金江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景观提升 “加”来好风景
冬日暖阳照进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老城河碧水潺潺，河畔上，几位
老叟架竿垂钓，甚是惬意。
“现在河水变得更清澈了，
如今能
在这钓到罗非鱼、鲫鱼、鲤鱼，数量也
比几年前更多了。
”
9 日中午，
吉林
“候
鸟”
老人范成军坐在小马扎上，
看着河
水中的鱼儿，对河道的生态环境连连

称赞。不仅如此，每年都到老城过冬
的他还发现，今年的老城河修筑了休
闲步道和景观公园，
景色愈发秀美。
老城河源起老城镇美造水库，是
老城镇重要的内河之一。
“前些年，随
着流域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河岸两侧
污水流入该水系，生活垃圾倾泻于河
岸，造成该水体富营养化，水污染日
趋严重。”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环保
局工作人员黄诚介绍，同在该区域内
的玉楼河也存在类似情况。
为此，澄迈县级主管部门和老
城开发区一方面对两条河流流域内
的企业和个人偷排生活、生产废水，
以及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
废弃物等环境违法行为加大打击，
一方面加快城乡污水管网建设，解
决了污水“去哪儿”的问题。目前，
两条河流水体水质已消除了“劣Ⅴ
类”问题。
“水变清后，如何增加居民获得
感显得尤为重要。”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陈
开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 2017 年
7 月起，澄迈计划投入 2.5 亿元对两

河河岸进行景观提升改造，目前已
落实相关资金约 6000 万元，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参照海口美舍
河的治理方式，对两河河岸开展生态
治理，通过种植水生植物等措施，让
河岸恢复自然景观，吸引更多居民、
游客到此观光休闲。
”陈开津表示。

定期
“体检”“守”住清河水
在金江镇山口地区，一座 4 层高
的黄色八边形小楼静静矗立在南渡
江边，
“监视”着江水的变化。这是澄
迈于 2018 年 4 月建设的南渡江国控
断面山口水质自动站，配套建设了采
水装置及设备，目前已与国家视频联
网，可实现对控制断面水质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总氮、总磷等 9 项监测指
标的实时自动监测，帮助澄迈相关部
门及时掌握断面水质状况，把握水质
变化规律，为区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
供决策支撑。
2015 年，我省出台《海南省城镇
内 河（湖）水 污 染 治 理 三 年 行 动 方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案》，提出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
市、县（区）、乡（镇）三级负责人层层
负责的责任体系，确保到 2018 年，治
理范围内河流段消除劣Ⅴ类水体，力
争达Ⅳ类及以上水质，实现城镇建成
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全省城镇内河
（湖）水环境质量总体明显改善。
王哲能介绍，澄迈全县共有河湖
水 体 228 条（个），其 中 省 级 河 流 9
条，县级河湖水体 13 条（个），镇级河
流 206 条。为推动“河长制”工作落
到实处，自 2017 年年底以来，澄迈对
其中 92 条（个）水体科学划定 127 个
断面，进行常态化监测，
“ 具体来说，
就是每年对这些断面按枯、丰、平三
个水期各监测一次，对劣 V 类水质的
河湖或断面每月监测一次，确保层层
压实各级
‘河长’责任。
”
此外，澄迈已按照各乡镇的排污
量，规划建设了一批污水处理站，其
中金江、老城等地已建成投用，福山、
大丰、永发等 7 个乡镇将于今年动
工，进一步解决排污问题，确保水环
境质量只升不降。
（本报金江 1 月 10 日电）

澄迈以PPP项目推动水环境治理，对大塘河、海仔河及沿岸村庄实施生态修复

1 月 9 日上午，阳光和煦，微风不
燥。在澄迈县金江镇大塘村内，澄迈
县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项目承办方——
博冶（澄迈）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博冶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紧锣密
鼓地开展各项前期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水务局
了解到，眼前川流不息的大塘河发源
于儋州市和澄迈县交界的大王岭，自
南向北流经临高县后，于金江镇大塘
村南侧汇入南渡江干流。大塘河原
为典型的农业景观河流，但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受沿河采砂影

让清水长流乡愁永驻

展览至本月15日结束

本报讯 （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于
亚楠）1 月 6 日上午，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
“汝州陶瓷艺术作品展”
全国巡
展澄迈站在老城拉开帷幕。据悉，本
次展览展出至 1 月 15 日结束，共展出
精品汝瓷 128 件，其中不乏国家级、省
级陶瓷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
原产于河南省汝州市的汝瓷在国
内外陶瓷界久负盛名。此次巡展的举
办，旨在传承汝瓷这一历史文化品牌，
让更多人了解汝瓷。澄迈站开幕式结
束后，
“汝瓷的前世今生”
学术研讨会举
行，
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汝州陶瓷
文化与澄迈福安陶瓷文化的发展方向。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河南省汝州
市文联主办、澄迈县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局和汝州书画院共同承办。
■■■■■

本报金江 1 月 10 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雯）海南日报记者 1 月 10 日从澄迈县检察院了
解到，为贯彻落实最高检、教育部关于“法治进校
园”活动部署安排，提高在校学生自觉守法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澄迈县检察院 2018 年主动与澄迈
县教科局协调，成立宣讲小组对中小学校开展法
治巡讲。至去年年底，宣讲小组已走进全县 202
所中小学校开展普法巡讲，实现“法治进校园”活
动区域全覆盖。
据了解，2018 年以来，澄迈县检察院选派了
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在内的 13 人受聘担任 51
所中小学校兼职法治副校长，每年完成 10 个课时
以上的法治教育辅导任务。此外，澄迈县检察院
还根据时间节点和各个学校的不同特点，选取校
园常见的未成年人犯罪、校园欺凌等主题进行巡
讲。其中，对低龄学生重点进行安全防范教育，对
初、高中学生侧重于法律常识教育和警示教育，旨
在引导学生遵纪守法，
提高防范不法侵害的能力。
下一步，澄迈县检察院将继续按照
“谁执法谁
普法”
的普法责任制要求，
有针对性地开展校园普
法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澄迈戒毒康复产业园
迎来第二期学员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128件精品汝瓷
澄迈巡展

“法治进校园”
活动全覆盖

响，大塘河河道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水质变得浑浊。为此，澄迈于去年启
动这一 PPP 项目加强水环境治理，总
投资额 5.95 亿元，涉及大塘河、海仔
河及沿岸 54 个村庄。
在施工现场，博冶公司项目经理
徐密介绍，该 PPP 项目涉及河道生态
修复、水土流失治理及临岸村庄生活
污染整治等内容，加上施工河段长达
10.9 公里，情况比较复杂。

“为此，我们多次调整施工方案，
一切以保护和恢复生态为前提。”博
冶公司技术部经理刘帅表示，在河岸
生态修复上，
为了留住百姓的
“乡愁”
，
体现海南特色，他们采用了很多乡土
树种，
例如黄槿、
高山榕、
大花紫薇、
苦
楝等，
还保留了原生青皮竹等植物。
“此外，我们还种植了大叶油草
等植物，以更好地加固表土，防止水
土流失，并利用水生植物再力花、旱

伞草、美人蕉等来营造人工湿地，配
合使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等设施，
减少村庄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达到
净化水体，涵养水源，修复生态的目
的。”刘帅表示，对于胸径超过 15 厘
米的植物，企业施工时均采取原地保
护或就地移植等方式，进一步体现尊
重自然的主旨。
据悉，该 PPP 项目包含 4 个子项
目，分别为大塘河左岸下游河口段综

合整治工程、海仔河中下游河段综合
整治工程、大塘河流域临岸村庄污水
整治工程和海仔河流域临岸村庄污
水整治工程。眼下，项目主要围绕大
塘河展开。徐密透露，目前，大塘河
左岸下游河段的征地进度已完成约
30%，周边已有 8 个村进行了污水管
网铺设，河岸基础表面清理等工作正
在稳步进行中。
（本报金江 1 月 10 日电）

中兴镇孔水村驻村第一书记林恒帮助贫困低保户就近就业

“智”
“志”双帮扶 脱贫信心足
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 见习记者 林曦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黄勇
“自 2018 年 7 月 4 日驻村至今，
我已经来这 183 天了，但每次看到牌
上的数字，仍会很紧张。”1 月 8 日下
午，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驻村第一书
记林恒回到村党支部办公室，习惯性
地看向脱贫攻坚倒计时牌，他深知自
己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孔水村是澄迈“十三五”整村推
进贫困村，全村共有耕地 3880 亩，林
地 1.5 万余亩，村民大多靠种植水稻、

橡胶、槟榔、油茶为生。
驻村后，林恒经常到各家各户了
解情况，
“最忙的时候，一天走访了 20
多家。”当天，他再次来到村民王春富
的家中，屋内窗明几净，宽敞亮堂。
刚下班不久的王春富一边为林恒沏
茶，一边高兴地说：
“自从村里帮助贫
困低保户务工就业，我和老婆在海南
东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找到了工作，
每人每月有 2500 元工资，收入有了
保障，再加上危房改造，我们还住上
新房，
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孔水村，王春富夫妇这样实现

就近务工，让生活越来越好的贫困低
保户还有近 10 人。这也是孔水村脱
贫攻坚工作成果的一个生动缩影。
不仅如此，在林恒的帮助下，
“羊
倌”王草建脱贫致富的路也越走越顺
畅，从自发申请脱贫贷款 3 万元买来
二十几只羊创业，到如今黑山羊养殖
规模达到 120 多只，王草建成为村民
眼中创业脱贫的优秀模板，并获得村
里脱贫奖励资金 700 元。同时，林恒
还帮助因病致贫的村民林道甫率先走
进澄迈孔水黑猪养殖合作社接受产业
技术培训，通过就业增收改变了家里
的贫困状况，
2018年，
有了一定养殖技
术的林道甫开始在家养猪，
5头母猪饲
养情况都极佳，
年增收3000元。

■■■■■

综 合 自 己 26 年 的 林 业 工 作 经
验，林恒发现孔水村很适宜油茶树的
种植。
“油茶树属于特有的经济树种，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里的气候、土壤
资源，进行规模化种植，会有很好的
经济效益。”林恒透露，村子下一步计
划发展这一产业，带动更多人脱贫致
富奔小康。
“村里通过务工就业、脱贫奖励
等措施，让贫困人群有了知识和技
术，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经济保障，增
加了他们创业致富的内生动力。”林
恒说，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智’
‘志’
双扶，村里的贫困低保户们有了面对
生活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本报金江 1 月 10 日电）

本报讯 （记者陈卓斌）近日，澄迈县仁兴镇新
生戒毒康复产业园举行第二期学员入园仪式，迎
来 31 名社区戒毒（康复）新学员。海南日报记者
了解到，通过落实派出所、镇政府、村、家庭“四位
一体”
的有效管理和帮教，
该产业园目前已累计帮
扶 62 名戒断人员实现就业、回归社会。
白天按时劳动，统一吃住、参与心理辅导、按
月领工资，还能定期接受专业技能培训……这套
类似企业的管理办法，是澄迈县仁兴镇新生戒毒
康复产业园帮助戒毒康复人员戒断毒品、回归社
会的创新工作方法。
据悉，
该戒毒康复产业园集戒毒、康复、训练、
劳动锻炼和心理矫正为一体，首期项目占地 37
亩。来到园区劳动学习的学员均为强制隔离戒毒
期满 18 个月，自愿报名并经综合评估考核、体检
合格的戒毒康复学员。此外，园区还将继续吸纳
澄迈籍自愿参与园区劳动的，且已回归社会的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

澄迈交警
“年终岁末”
专项整治初见成效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474起
本报金江 1 月 10 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国辉 王咸瑜）海南日报记者 1 月 10 日从澄迈
县公安局获悉，该局启动“年终岁末”道路专项整
治行动半个月来，已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74
起，教育 28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4600 余份。
据澄迈公安交警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澄迈
金江城区实行道路“单循环”改造以来，摩托车和
电动车闯红灯、逆行、不按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时有发生，此次行动旨在持续提升摩托车和电动
车驾驶人的交通守法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
此外，
公安交警部门还以此次行动为契机，
深入客
运企业、危化品运输企业等单位，重点对车辆状
况、安全设施的配备、驾驶人运营资质、驾驶资质
等进行排查，
杜绝营运车辆
“带病”上路、驾驶人无
资质上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澄迈交警开展
冬季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金江 1 月 10 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国辉）1 月 10 日，澄迈县公安局在金江镇举行
“警民牵手 110 共创平安迎大庆”主题宣传活动，
澄迈交警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冬季道路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澄迈交警耐心地向群众解答问题，
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咨询，
面对面征询群众对交警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
宣传民警针对冬季道路安
全隐患多、春运期间车多人多等问题，
向群众讲解
了在冬季恶劣天气条件下安全行车常识，
及超员超
载、超速行驶、违法超车、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和后果，
教育广大群众在日
常生活中主动养成文明、
良好的出行习惯。

澄迈特警路管员
帮走失男童找到家人
本报讯 （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张雁）近来，澄
迈县集中开展年终岁末巡逻防控工作。在一次巡
逻中，
澄迈县公安局特警大队路管员曾维政、叶其
辉、曾维程、李结超等 4 人发现了一名走失男童，
及时帮孩子找到了家人。
据了解，
1月5日16时35分左右，
曾维政等4人
巡逻至金江镇文化北路时，
发现一名 5 岁左右的小
男孩在路上哭泣，
不时四处张望，
且身边无大人看
护。见此情形，
他们立即上前询问。
“当时，
孩子不肯
说话，
只是不停地哭。于是我们将情况报告给指挥
中心，
并将孩子带回澄城派出所。
”
曾维政说。
30 分钟后，一名女士报警称自己 5 岁的孩子
走失，其所描述的孩子特征与路管员发现的孩子
相似。得知信息后，警方立即通知该名女士到派
出所进行确认。经查询核实，警方确认该名女士
就是走失孩子的母亲。见孩子安然无恙，这位母
亲激动地向路管员们连声道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