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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屯城6月11日电（记者李
艳玫）6月10日至11日，省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前往屯昌县开展执法检
查工作，这是2019年海南环保世纪行
活动的第四站。在执法检查中，检查
组发现尽管近年来屯昌县农村污水处
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目前仍存
在农村污水处理项目配套设施不完
善、运转效率低等问题。

6月10日，检查组先后来到屯城
镇大陆坡村、屯城镇海军村、良坡水库
水源保护区周边村庄等地进行现场执
法检查。在海军村，当地政府于2017

年修建了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按
照设计，污水收集后，经过三级反应池
过滤沉淀处理，再进入荷花塘生态池，
在生态池中经过最终生物反应处理，
达到净化生活污水的作用。

但检查组在现场发现，一边是人
工湿地农村污水终端处理系统，另一
边却是农村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塘，
臭味难闻，两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
比。虽然屯昌县已完成一批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但是仅仅是完成了终端处
理设施，污水管网配套并不完善，这导
致农村没有形成完整的污水收集管
网，农村生活生产污水无法通过管网
收集处理，只能直排，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没有发挥出作用，造成资源浪费。
屯昌县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出

现上述现象，主要是该县过去农村污
水收集系统采取“政府主修，村民辅
修”建设方式不恰当导致。“政府修建
主管网、反应池、生态池等主要部分，
提供物料给村民自建入户管网等配套
设施。但由于村民意识淡薄、效率低，
没有按时按质完成入户管网建设，导
致污水无法收集处理，影响农村污水
处理项目使用效率。”该负责人表示，
从今年开始，屯昌县将不再采取上述
建设方式，统一由政府建设。

屯昌县提供的落实水污染防治工
作情况汇报材料显示：自2017年以

来，该县已累计开工建设31个行政村
106个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超额完成2018年省定任务。检查组
指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不是建成就
行，不能盲目追求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建设数量，要量体裁衣，依据当地财政
资金实际情况，保证建好一批、用好一
批，避免资源浪费。

在南坤镇长排外村，早年已建成
“人工湿地+氧化塘”农村污水生态整
治工程，这是良坡水库水源保护区连
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之一。但项
目建成后，“建、管、用”三方责任没有
明晰，导致项目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

在现场，检查组一行看到，生态池

内水体呈现绿色，并伴有臭味，水面上
悬浮着大量藻类。检查人员指出，一
般情况下，经过处理后的生活污水进
入氧化塘，应为清澈的水体，而从现场
情况来看，这个污水处理明显达不到
要求。该项目有关负责人坦言，目前
长排外村污水排放已超过人工湿地处
理的负荷要求，即使还在运转，但是治
理效果有限。

针对检查组反馈的问题，屯昌县
将以问题为导向，立行立改，完善农村
污水处理项目各类设施；加大对农村
污水处理项目设施的监管，让政府部
门、第三方管理者、村民共同努力，把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真正管好、用好。

2019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执法检查组赴屯昌检查发现

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成了摆设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邢君怡）6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省公安厅了解到，根据“净网2019”
和 2019年“春雷行动”专项工作要
求，日前，海口警方破获两起网络贩
毒案，抓获吸贩毒嫌疑人18人。

今年2月，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
队在工作中发现一条通过网络社交平
台贩卖毒品冰毒的贩毒线索。通过
连日的作战，海口警方于海口市龙华
区某出租屋成功抓获贩毒嫌疑人林
某娟、吴某林等2人，在海口市龙华
区大同二里路抓获其他涉嫌贩毒人

员。截至目前，共抓获涉嫌吸贩毒人
员10人，其中刑事拘留6人、强制隔
离戒毒2人、行政拘留2人。目前此
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5月24
日联合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统一
收网另一起贩卖毒品案。

民警层层深挖，锁定以欧阳某和
吴某岛为主的涉嫌吸贩毒人员共11
人。5月24日至27日，海口警方在
广东汕头、海口、琼海等地抓获并刑
拘吸贩毒嫌疑人欧阳某、吴某岛等8
人，总共缴获疑似冰毒约20克。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扩大战果中。

海口警方侦破两起网络贩毒案
抓获18人

本报文城6月11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云明慧）为严厉打击毒
品犯罪，6月11日上午，文昌法院公
开宣判两起贩卖毒品案件，对3名被
告人作出判决。

2018年12月27日，谭某接到吴
某的电话，对方提出购买 1 包含
MDMA和尼美西泮成份的粉末（俗
称“开心粉”），谭某表示同意。当日

凌晨1时26分，谭某按约定在海口市
一酒吧门口以300元将1包含MD-
MA和尼美西泮成份的粉末贩卖给
吴某。交易完成后被文昌市公安局
民警当场抓获。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谭某明
知是毒品而非法贩卖，其行为已构成
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另一起案件发生于 2018 年 12
月的某一天，购毒人员邢某通过微信
联系被告人汪某求购“开心粉”，汪某
同意，并将该信息告知被告人黄某，
要求黄某帮其购买。之后，黄某通过
微信联系一名微信昵称为“吴乾仁”
的男子向其求购。随后，黄某通过微
信收取了汪某转账的毒资并转给“吴
乾仁”。毒品转交过程中，汪某、邢某

二人被文昌市公安局民警当场抓
获。随后，公安民警在被告人汪某的
协助下抓获被告人黄某。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汪某、
黄某明知是毒品而非法贩卖，净重
0.71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判处汪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
罚金1万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
3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文昌法院集中公开宣判两起贩毒案件

两人运输7万余元假币获刑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宋秋婷）近日，两名聋哑人运输7万余元假币一案
在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宣判。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 17 日，被告人周某
（1992年生）、袁某（1978年生）将面额20元的伪
造人民币藏于一粉红色拉杆行李箱内，当日17时
30分许，袁某携该行李箱和周某到海口秀英港购
票乘坐轮渡船前往广东海安港。当日20时30分
许，民警在海安港将周某、袁某抓获，当场从袁某
的粉红色拉杆行李箱内查扣20元面额人民币
3562张，总面额71240元。经鉴定，查获的3562
张人民币系伪造人民币。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袁某明知是伪
造的人民币还进行运输，运输假币总面额71240
元，两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运输假币罪，应依法
予以惩处。法院遂依法判决被告人周某犯运输假
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判决
被告人袁某犯运输假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
处罚金5万元。

三亚两涉恶团伙栽了

本报三亚6月11日电（记者徐慧玲）为不断
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海南日报记者6月
11日从三亚市公安局获悉，当天凌晨，三亚市公
安局多警种参与，在武警三亚支队和三亚消防支
队的大力配合下，组织数百名警力，分20多个抓
捕小组，对三亚市海棠区“西村”“山海高速”两个
涉恶团伙开展集中收网，共抓获22名涉案嫌疑
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口3条道路围挡施工
驾驶人注意绕行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邓
海宁）6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当天起，海
口3条道路将进行围挡施工，途经驾
驶人请注意绕行。

桂林洋立交桥和灵桂大道一桥北
半幅右侧车道于6月11日至6月21
日进行围挡施工。

海秀立交桥西往南匝道（海秀中
路往丘海大道匝道）于6月11日至6
月21日进行围挡施工。

S81海口联络线K3+502（环岛铁
路南侧约300米路段）、K2+060（海航
城南侧约260米）路段跨线桥于6月11
日至7月6日进行主车道围挡施工。

成品油价格今起下调
92号汽油每升降0.37元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原中倩）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中心6月11日公布的
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显示，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分别降低465元和445元。省发展
改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自2019年6月11日24时
起执行。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为89号汽
油 7.27 元/升、92号汽油 7.87 元/升、95号汽油
8.35元/升、0号柴油6.47元/升，每升分别下调
0.34元、0.37元、0.40元、0.38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92元/立方米（等值换算
为6.84元/公斤）调整为4.67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6.49元/公斤）。

根据施工需要对
桂林洋立交桥和灵桂

大道一桥北半幅、海秀
立交桥西往南匝道、S81
海 口 联 络 线 K3+502 和

K2+060 路段进行交通管
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

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
示绕行。

高考过后
让青春放飞一下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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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腐败”要狠刹

■ 魏燕

公园种菜，公地岂能私用？

燃旺制度创新的激情
——制度创新系列谈③

■ 张成林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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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从0 到1、从无到有
的过程，其间“九死一生”、极其艰难，
制度创新亦然。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既需要不惧风险、
勇往直前的胆识，也要有下深水、涉险
滩的闯劲，还要有直面失败、越挫越勇
的豪情。合到一处，就是要时刻保持
昂扬向上的激情。

有了激情，才能激发潜能、挖掘潜
力。以上海“十检十放”通关探索为例，
以往，进口食品从运输到检验检疫，再到
通关入市，往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为

了让贸易更便利，上海商检部门探索出
了“空检海放”的新办法。不过，创新并
没有止步，在得到充分肯定后，创新者的
激情被进一步点燃。在积极探索下，商
检部门共推出了“通检通放”“快检快放”
等十项举措。从最严格的“先检后放”，
到最宽松的“不检就放”，贸易便利化的
潜力被充分挖掘，上海也因此走在了时
代前列，品尝到制度创新的巨大红利，而
这显然要归功于创新者的智慧和激情。

可见，制度创新、干事创业，只有充
分激发激情，才能产生最大效力，尤其
是当前，激情更是不可或缺。何以这么
说？这与海南所处的形势密不可分。
一来，海南发展的目标，是要打造世界
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使命任务越是宏

大，越要有坚韧的斗志、奋进的激情；二
来，海南是后起之秀，在自贸区建设上，
其他地区已经捷足先登、占尽先机，要
想后来居上、弯道超车，就必须拿出“赛
车手”的速度与激情；再者，改革开放推
进到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都是坚中
之坚、难中之难。船到中流浪更急，人
到半山坡更陡。逆水行舟，唯有激扬斗
志、奋力划桨，才能抵达胜利彼岸。

没有模式可以照搬，就必须拼搏
奋进、绝处求生，探索新模式；没有路
径可以沿袭，就必须大胆闯、大胆试，
趟出新路子。遗憾的是，理想与现实
总有落差，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仍存
有思想僵化、观念滞后，没闯劲、少干
劲，投机取巧、畏难怕苦等弊病。这种

缺乏激情干劲的状态，是谋发展的一
大“拦路虎”。纵观过往，如果没有激
情、缺乏干劲，哪里会有 10 个月建成
博鳌机场的奇迹，又怎么会有由“一站
式”审批向“不见面”审批的升级……
常言道，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带
来什么样的发展成果。新时代抢占制
度创新高地，必须燃旺激情之火。

当然，激情之余，还要保持耐心。
激情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短暂的豪
情，而是一如既往的坚持、久久为功的
努力。不管是青霉素的提取，还是大
飞机的研制，抑或深海科技的推进，杰
出成就的取得无一不是激情之下愈挫
愈勇、接续奋斗的结果。在制度创新
上，唯有激情的持续释放，才能碰撞出

耀眼的火花。如果热情只是风过一
阵，做事缺少耐心、没有定力，高兴时
就做，不高兴就撤，那么，即使再宝贵
的发展机遇、再有利的发展形势，到头
来也都会被消耗殆尽，最后只能碌碌
无为、一事无成。奋进的时代，需要的
是热血奔流、激情洋溢的长跑健将。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激情，是动力，是活力，是干事创业、
务实创新的发动机，是追逐梦想、实现理
想的助推剂。一时的滞后不可怕，可怕
的是思想上的惰性，是身处困境仍不自
知的麻木。激情不息，动力不止。制度
创新固然艰难，但只要激情之火不灭，奋
进脚步不停，必然能够攀上一个又一个
高峰，登顶制度创新之巅。

和班主任一起去网吧“开黑”？简直不敢
想。近日，山西就有这样一位老师火了，高考结
束后，他带着全班学生通宵打游戏去了。此事引
发网络热议，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众多网友纷
纷表示“我酸了”“都是别人家的班主任”，羡慕之
情溢出屏幕。

按照惯常的剧本，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老
师，很可能会遭遇很多“喷子”，没想到网友一边
倒地点赞。这是为何？其实也不难理解。熬过
寒窗苦读12载，度过紧张刺激的高考季，学生们
的压力、艰辛、疲倦急需疏解，而“网吧畅玩”可以
说是很多人学生时代想而不得的事情，山西这位
老师让学生们如愿了。隔着屏幕，大家仿佛也体
会到了当年在“埋首苦读”之后，因“放飞自我”而
带来的酣畅淋漓之感。对于这种心情和需求，我
们表示理解并支持。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其实求学，也应劳逸
结合。对刚经历过高考的学生，选择这样或那样
的方式“狂欢”，看似让青春“放飞自我”，其实是
对“被学业支配”的一种反抗，是渴望“自由飞翔”
的一次尝试。虽然每一个为理想挑灯夜战的日
子都值得铭记，但青春的色彩不应是单一的循规
蹈矩，打打游戏、追追偶像剧、刷刷短视频……偶
尔“放飞自我”，并不会改变奋斗的青春底色，相
反，正是这张弛之间，紧绷的神经得以舒缓，疾驰
的脚步得到小憩，未来的步子也会走得更稳。数
年过后，这些“放飞”也将是美好的回忆。

也许有人会担心，学生如此“不务正业”的娱
乐，会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其实不
必过于紧张，高中毕业，大家已迈出成年的第一
步，对世界的好奇心空前膨胀，只有去探索、尝
试，自由自主地支配学习和生活，方能更好地认
识人生和成长。娱乐活动是为学习做好准备，又
是学习后消除疲劳的良药。高考过后，让青春放
飞一下也无妨。

当然，“放飞”不代表“放纵”，需要注意的是，
适度娱乐才能有益身心健康和学习。高考只是
人生“大考”的一小段旅程，未来还有更多挑战和
精彩等着我们去领略，再热烈的情绪、再欢快的
心情，也不能过分娱乐、沉迷享乐，若发泄过度不
仅背离释放压力的初衷，也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甚至生命安全。须知，马不停蹄地奔跑过后，停
下来撒撒欢儿，不是为了停歇，只为更好地前行。

@新华视点：“刷流量”不能没了
底线。近日，幕后推手“星援 app”因
制造假流量、非法获利 800 万元，被
有关部门查处，网友拍手称快。靠
弄虚作假、忽悠“粉丝”等不正当手
段博眼球牟利，违背诚信原则，也触
犯了法律红线。做事不能丢了诚
信，“刷流量”不能没了底线。如果
被拜金、低俗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所

“带偏”，既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更会污染社会风气。对“流量至上”
的病态文化，不能听之任之，该出手
时就要出手！

@人民日报：请保留最基本的善
意。因包装开裂少一个芒果，女快递
员遭恶意投诉，为求谅解向当事人下
跪。民警的一纸证明，硬核而有温
度，洋溢着正义感。谋生不易，用双
手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值得敬重。
尊严是昂贵的，可也最容易被践踏。
看轻劳动者就是轻贱自己，刁难劳动
者就该受到世道人心的鄙薄。即便
不与人为善，也别作恶，因为你的无
礼会拉低你的人品。 （邓 辑）

前不久，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纪
委监委通报曝光了5起干部违规公
款吃喝典型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这5起典型问题的当事人都在报销
上挖空心思，分别以场地租用费、森
林管护费、玉米种植补贴款、人工
费、清雪费等名义，将吃喝费用在单
位财务账内列支核销。

在反腐败的持续高压下，干部明
目张胆吃喝的案例确实少了，但公款
吃喝显然没有得到根除，反而遁入地
下，来了个“精致走账”。然而账目做

得再规整、精致，仍然改变不了踩纪
律红线的事实。对于这类不守规矩、
不知敬畏的干部，对于这种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就要露头
就打。同时要强化日常监督，把好

“关口”，狠刹“舌尖腐败”。这正是：

舌尖腐败再冒头，
精致账目暗里走；
纪律红线不容碰，
严肃处理把关口。

（图/王铎 文/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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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海口金牛
岭公园有人砍伐林木，破土翻地建起
了私人菜园。记者曝光后，公园管理
方捣毁了菜园。

国人爱种菜，这是老传统。如果
只是在自家地盘上种菜，没人说什
么，还会赞一声闲情逸致，有生活情
趣。但若在公园里毁林种菜，不管是
公园工作人员，还是其他市民群众，
其实质都是公地私用，都是对公共空
间的侵占、公共利益的损害。

事实上，对这种侵占公共空间的
行为，早有明令禁止。例如，海口出台
的《城镇园林绿化条例》规定，对损毁
公共绿地上花草树木的行为，应处以
该树木花草价值三倍的罚款；在公共
绿地种植蔬菜及其他农作物的，应处
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既然
有明文规定，为何还有人敢侵占公共
绿地，甚至毁林种菜呢？

究其原因，除却相关部门监管不严
外，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市民公共意识
较为淡薄。在他们看来，公园里的地
种树长草可惜了，倒不如开垦来种菜。
殊不知，城市公园是公共空间，属于公
共资源，不容个人私占。试想，如果今
天你占一块，明天他垦一片，那么，城市
的公园、绿地岂不都要沦为私人菜园，
市民休闲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因此，对公园种菜这种现象，不能
等闲视之，不仅要一查到底，按照规定
施以严惩，以儆效尤，还要举一反三，
排查其他公共绿地是否有类似现象。
此外，宣传不可缺位，要通过媒体等
多种途径，将反面案例广而告之，让
更多的市民知晓公共空间与私人空
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只
有从思想上树立起公共意识，才会形
成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私占公地，公
园种菜这种咄咄怪事才会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