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9处环保设施单位
纳入国家公众开放名录
公众可报名预约免费参观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孙秀英）空气环境质量如何开展自动监测？经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质如何才能达标？每天产生
的垃圾如何处理？日前，全国第二批环保设施和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名单公布，我
省再添5家相关环保设施单位入选，涉及环境监
测、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等三类环保设施。至
此，我省已有9家相关环保设施单位纳入国家公
众开放单位名录。公众可预约参观，寻找答案。

据统计，2018年度首批4家环保设施公众开
放单位已开放8批45场次，接待公众2000多人
次。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认为，通过推进环
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可以让市民群众实地了解环
保工作，有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实现“在
开放中促进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共治，在共治基础
上实现共享”，同时也增进了公众对环保工作的信
任度、参与度，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成为解决
环境问题的参与者、贡献者。

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单位

公众可通过公布的相关环保设施单位联
系人和联系电话，以及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报名预约免费参观。

三亚市河西空气自动监测站

三亚市红沙污水处理厂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儋州市东坡学校空气自动监测站

儋州市污水处理一厂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海口市政府第二办公区空气自动监测子站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白沙门污水处理厂

海口市颜春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制图/陈海冰

省军区公开招考
29名文职人员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胡耀中）海南日报记者3
月13日从海南省军区获悉，按照中央
军委和国防动员部的统一部署安排，
海南省军区今年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
考29名文职人员，延揽社会优秀人才
为军队建设服务。

着眼服务部队需要，此次省军区
招考对象是应届毕业生、两年择业期
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往届毕业生及社
会人才，成功录用的将在科级副职以
下管理岗位和中级以下专业技术岗位
担任文职，工作单位分布在海南全
省。高教、工程、医疗、护理、管理等专
业的人员均可报考。

根据招考计划安排，即日起至3
月20日12时前，报考人员可通过军
队 人 才 网（http：//www.81rc.mil.
cn）报名，4月28日参加全军组织的
统一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
专业科目。各科目考试范围、内容和
具体要求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今
年9月底前，全军将完成面试体检、政
治考核、综合考察、公示审批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全军统一考
试和面试不指定辅导用书，不举办也
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辅导培训班，报
考人员可依据军队人才网发布的考试
大纲做好相关准备。

报名时间 3月20日12时截止

报名方式 通过军队人才网

（http：//www.81rc.mil.cn）报名

考试时间 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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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近日发布的《海南省清洁能源汽
车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私
人使用领域新增和更换清洁能源汽车
占比100%。今后，我省将有更多的
家庭购买新能源汽车，在推广清洁能
源私家车上，我省将如何解决小区车
位安装充电设施难题？

3月13日，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省

将按照“以新建住宅小区为重点，逐步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思路稳步推进
住宅小区配套充电设施建设。

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省住
建厅先后制定了《海南省居住（小）区、
建筑物、停车场配套充电设施建设管
理暂行规定》《建筑物配建停车位充电
设施建设标准（试行）》，明确新建、改
建、扩建建筑物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
相关要求。

下一步，省住建厅将完善和落

实相关标准和规定，确保新建住宅
小区停车位配套充电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
收。其中，居住类建筑按照不低于
配建停车位的 100%规划建设或预
留充电条件；办公类建筑按照不低
于配建停车位的 25%规划建设；商
业类建筑及社会停车场库按照不
低于配建停车位的 20%规划建设；
其他类公共建筑（医院、学校、文体
设施等）按照不低于配建停车位的
15%规划建设。

新建小区要求必须配套清洁能
源汽车充电设施，既有住宅小区如何

推广？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老
旧小区受条件限制虽不明确要求按
照比例配备，但鼓励配备充电设备。
下一步，省住建厅将根据市场需求、
小区车位现状和小区周边停车场分
布等实际情况，探索对小区周边停车
场、停车泊位进行改造，逐步增加老
旧小区周边配套充电设施的容量，有
效解决老旧小区新增配套充电设施
场地不足的问题。

在安装费用上，我省拟采取“财政
奖励、企业出资、个人筹措”的方式解
决配套充电设施建设资金方面的难
题。省住建厅、省财政厅、各市县政

府、海南电网公司将联合全面摸排现
有居民区停车位安装充电桩及供电现
状，研究制定财政奖励措施，解决老旧
小区电力增容、防火隔离墙建设等资
金筹措难的问题。

小区车位安装充电设备，是否
会影响到居民用电？据了解，省住
建厅将会同省发改委、海南电网启
动老旧小区电容改造工作，探索建
立公共电网对物业管理停车位直接
供电模式，解决“峰谷电价”优惠政
策落地的问题，切实降低充电汽车
使用成本。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省住建厅回应如何解决小区车位安装充电设施问题——

新建小区重点推广 老旧小区逐步改造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孙
慧）3月13日，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组
织召开2019年第一次会议暨全省道
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第二次调度会，
传达中央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
精神，部署安排2019年道路交通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从多个方面采
取措施抓好落实道路交通安全三年
攻坚战任务。

会议要求，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
产工作。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全国两会即将落幕，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也将召开，各市县、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坚决
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道路交通安全三年

攻坚战实施半年以来，取得明显成
效，2018年完成了“减少较大和一般
道路交通事故，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
降8%，万车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工作目标，但仍存在对交通安
全重要性认识不够、部门联合执法机
制不够顺畅、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环节关注不
到位等问题。

会议部署了下一阶段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一是提高
思想认识，切实担当起安全生产的责
任；二是强化联合执法机制建设，推
进联合执法的常态化、规范化；三是
加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隐患整改；
四是细化、具体化道路交通安全三年
攻坚战的第三方评估考核体系。

副省长范华平参加会议并讲话。

我省部署2019年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嘉积3月13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杨大毛）由省委外办（省
外事办）牵头组织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第一次综合演练3月
13日下午顺利结束，演练从上午到
下午分别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
中心、博鳌国宾馆以及博鳌镇沙美
村、南强村等地进行。

上午10时，海南日报记者在博
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南门看
到，各政要车队按照时间顺序依次

进场，扮演重要嘉宾的“演员”下车
后走进会场，模拟实际情况完成所
有步骤。省委外办（省外事办）等单
位负责人及年会工作经验丰富的工
作人员在一旁观察、记录、指导。

据了解，本次演练围绕博鳌亚
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等重要
活动的外国政要团组抵离；检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
坛、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两场分
论坛的活动流程以及现场场地布

置、酒店配合等情况；检查沙美村、
南强村硬件提升完成情况，检验各
服务团队配合情况等。

省委外办（省外事办）、省服务
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联席会议工作
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演练
总结会上表示，此次演练实战模拟
了年会各重点环节，总体效果较好，
为年会各项接待服务保障工作的顺
利实施打下了良好基础。此外，还
对今天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梳

理，要求各部门和各工作小组以问
题为导向，注重细节，优化完善各工
作流程，全力做好年会接待服务保
障工作。

据了解，今年我省在服务保障
好论坛年会的同时，将创新招商引
资模式，打造美丽乡村会客厅，借
助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吸引高
端外资企业到南强村、沙美村进行
商务洽谈，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举行第一次综合演练

春运服务体验调查评估显示
海南拥堵里程降幅
全国第三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交通运输部近日
公布了第三方2019年春运服务体验
调查评估与大数据分析结果，海南春
运拥堵里程降幅排全国第三。

省春运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拥
堵里程下降明显得益于各相关单位卓
有成效的保障工作。据了解，今年春运
我省进出岛旅客累计1036.72万人次、
同比增长1.82%，春运岛内运输累计
937.58万人次、同比增长4.19%。旅客
对我省春运运输服务的投诉大幅减少，
各种运输方式均未启动旅客群体性事
件应急响应，社会各界对我省运输服务
质量提升的获得感明显增加。

据悉，为确保春运期间省内道路
畅通，省春运办积极组织全省道路运
输企业科学安排运力，在全省投放公
路营运客车6000多辆，客位18万余
个，并对重点线路等动态增加班次，对
短线客源密集线路，实行流水发班模
式，及时疏散旅客。

海口海关
“量体裁衣”服务赛事活动
多措并举助赛车高速通关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李潇浪）3月13日凌晨3时，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海关关员完成了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
锦标赛三亚分站赛赛车等货物的入境驻场监管工
作。截至上午11时，20辆电动方程式赛车和捷
豹牌赛车，以及汽车提升机等货物（货值共计约
102.44万美元）已经全部完成通关验放手续，货
物自进境至放行仅耗时8个小时。

这是海南首次承办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
赛。为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
关为此次货物暂进提供了“量体裁衣”式通关服务：
安排专人主动了解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
提前制定通关方案，指导企业为赛车等大型货物搭
建海关临时监管场所，并办理暂时进境备案和担保
手续，积极做好通关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开通赛事
货物通关专用通道，采取“7×24小时预约通关”“即
到即检”等便捷通关措施，确保货物安全、快速通关。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推进，海南将会承办更多会
展赛事活动，该关将继续加强监管、优化服务，为
大型会展赛事活动保驾护航。

三亚斥资3亿元
修复废弃矿坑山体
总复绿面积预计达44万平方米

本报三亚3月13日电（记者易宗平）曾经的
废弃矿坑如今已绿意盎然，成为游客们的“天然氧
吧”。3月13日，三亚市吉阳区抱坡岭又迎来一
拨拨游客。抱坡岭由矿坑到景点的蝶变，是三亚
大力实施山体修复的一道缩影。截至目前，该市
已完成22个废弃矿坑山体的生态修复。

由于长期作为采石作业区，抱坡岭山体裸露
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2015年，三亚成为全国首
个“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城市，抱坡岭
是首批山体修复试点之一。经过两年多的培植和
管理，逾20万株乔木、灌木植满山岭。

三亚市林业部门汇总数据显示：全市计划修
复山体33个，总投资约3亿元。近两年来，该市
林业部门调整采用先进实用工艺，已修复山体22
个。2019年，三亚继续对剩余废弃山体进行修
复。据悉，到2019年底，33个山体修复计划全部
完成后，总复绿面积预计可达到44万平方米。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赵
优）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组织下，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率海口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与三亚市、陵水黎族
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以及
省内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旅行社等
旅游企业组成访问团，赴俄罗斯开展
系列推介活动。

当地时间 3月 9日，第 14届俄
罗斯莫斯科国际旅游交易会在莫斯
科国际展览中心开幕，省旅文厅组
织了近20家海南旅游企业设立了5
个标准展位，并结合自身特点，面向
俄罗斯市场推出了中医保健旅游、
滨海度假旅游、亲子旅游等特色项
目，深耕俄罗斯旅游市场。当天下

午，访问团一行还拜访了俄罗斯当
地著名的RUSTOUR旅行社，并与
RUSTOUR旅行社就旅游发展、推
动开通更多直飞航班等问题进行了
会谈。

参展期间，访问团还分别在俄罗
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办了三亚旅游
路演推介活动和“不一样的海口”旅游

推介会。
据了解，俄罗斯是我省目前最大

的旅游客源国，2017年，我省共接待
俄罗斯游客28.4万人次，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目前，我省共开通了俄罗斯
12个城市直飞航线，每周25班航班，
密集的直航航班为俄罗斯游客入境
海南旅游提供了便利。

省旅文厅率团赴俄罗斯开展系列推介活动

2018 年，按《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评价，全省空气
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98.4% 。 其 中 优 级 天 数 比 例 为
80.5%、良级天数比例为17.9%，轻
度污染天数比例为1.5%，中度污染
天数比例为0.1%，无重度污染天数。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
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

6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2018年，
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五指山
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分别是海口
市、东方市和万宁市。2018年全省
18个市县（三沙市除外）城市（镇）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下：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3月13日

2018年海南各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三亚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儋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666
1.741
1.802
1.885
1.929
2.016
2.055
2.064
2.129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屯昌县
临高县
琼海市
澄迈县
文昌市
海口市
东方市
万宁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171
2.204
2.226
2.260
2.304
2.322
2.373
2.403
2.413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筹备

科技装备
助力保供电

3 月 12 日，南方电网海南
电网公司组织系统各级调度及
各统调电厂等开展联合反事故
演习。全力做好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保供电工作。

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人工
巡查外，南方电网海南公司投入
机器人、携带红外摄像头的无人
机等各类科技设备开展巡查运行
维护工作，大大提升电网运行可
靠性和保供电效率。

图为工作人员操作一台携带
红外摄像头的无人机巡检博鳌镇
输电线路。

文/本报记者 邵长春
图/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宋印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