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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建成后，业主
方、管理方、使用方之间没有建立长效
联动机制，导致污水处理设施损坏后
长期无法使用，这是2019年海南环保
世纪行执法检查中，执法检查组在我
省部分市县发现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重建轻管”问题。
这个长期困扰我省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维护的难题如何破解？6月
17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北川带

领2019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执法检查
组赴文昌开展执法检查，文昌市探索
建立“第三方技术单位+镇政府+村民
小组”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维护长效机制的模式，吸引了不少执
法检查组成员的注意。

在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执法检
查组实地查看了该村一座于2018年
底建成投入使用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该设施现由文昌市生态环境局委
托浙江浙大水业有限公司进行运行维
护。在污水处理设施泵房外一块铭牌
上，明确规定着第三方运行维护单位
职责：定期对终端进水井、出水井进行
检查清理，防止杂物淤积堵塞，定期检

查提升泵、回流泵、风机等设备运行是
否正常，按照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要
求进行日常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
行……铭牌的最后，还明确标注了
运行维护单位的服务电话，方便发现
问题及时与运行维护单位沟通。

据文昌市副市长何欢宝介绍，
截至 2018 年 12 月，文昌市已开展
了 120 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根据省生态环保厅的要求，为
了加强建管并重，文昌市已经将建
成的村庄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委托给
专业机构日常运维管理，对在建和
新建的项目研究统一委托的方式给
专业机构日常运维管理。下一阶

段，文昌计划将设施维护权限及维
护资金下放到各镇政府，并探索建
立第三方技术单位+镇政府+村民
小组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维护长效机制。

“从今年4月开始，文昌市已有
60个已经建成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实行了这种三方联动的运行维护长
效机制，初步来看，在这种机制下，我
们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有
了系统的掌握，设施一旦出现问题，
可以及时得到反馈和解决。”文昌市
生态环境局主任科员肖强介绍，在这
种机制下，作为设施使用方的村民小
组每天会派人配合第三方运维公司

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出现问题
可以及时反馈至第三方运维公司及
时进行修复。如果设施出现大的损
坏，维修资金过多，可以反映至镇政
府向市政府申请维修资金，待到不久
后，维护资金下放到各镇政府后，则
由镇政府负责出资解决。

“这种三方联动的运行维护机制，
让每天都会关注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
况的村民小组成了监管设施运行是否
正常的‘眼睛’，可以有效打破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在运行管理中，因沟通不
畅导致的设施损坏而无法正常使用问
题。”肖强说。

（本报文城6月17日电）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
邓海宁）6月16日晚，在海口市海
秀中路，一辆30路公交车与一辆
电动车险些相撞，电动车车主熊某
上公交车与司机理论，在争执中，
熊某勒住公交司机脖子、拉扯其双
手，致使公交车失控撞上绿化带。
所幸车上乘客无人受伤。目前，熊
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海口警方已对其刑事拘留。
海南日报记者从撞上绿化带

的公交车监控视频中看到，当天
21时22分左右，在海口海秀中路
禧福新城辅路，打算掉头的一辆电
动车与正常行驶中的30路公交车
险些发生碰撞，电动车车主熊某将
电动车停在公交车前，不让公交车
前行后，跑上公交车找司机范某理

论，期间不让公交车驶离。
范某见状要熊某下车，不要影

响公交车正常行驶。但熊某情绪
激动，不仅没有下车，还上前勒住
范某的脖子并拉扯其手臂，最终致
使公交车失控撞上绿化带。

事发后，熊某从车窗跳车，想
骑电动车逃走，被现场的市民齐力
制服，等待警方到场。

6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
垦派出所见到了电动车车主熊
某。熊某说，这次的责任主要在自
己，不该一时冲动，以后绝对不会
再犯同样的错误。

据悉，熊某今年55岁，来自江西，
是一名电工，已在海口工作数年。目
前，海口警方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对熊某进行刑事拘留。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
郭萃 邓海宁 通讯员石春花 莫启
汝）6月17日12时30分左右，海口
29路公交车在行驶的过程中，一
男乘客疑似因投币找零问题纠缠
公交车司机，并动手拉扯方向盘，
所幸公交司机及时刹车，未酿成事
故。目前，该男子因涉嫌危害公共

安全罪被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
海府路派出所依法刑事拘留。

据海口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乘客在东湖站上车，上车后发
现自己没零钱，只有50元纸币。据
车载监控视频显示，该乘客发现没
零钱后，还试图用手机扫码支付，但
可能没有支付成功，便想投币50

元。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司
机曾多次提醒该乘客，如果实在没
零钱，不用投币也可以，并示意他往
车厢中部走，旁边乘客也提出给他
零钱投币，但被该乘客拒绝。该乘
客一直站在司机身旁，突然在车辆
行驶过程中拉扯方向盘，公交司机
便紧急刹车，报警处理。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
美兰分局海府路派出所了解到，该
男子姓许，湖南人，30岁左右，乘坐
公交车时处于醉酒状态。酒醒后，
该名男子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
目前，男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被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
局海府路派出所依法刑事拘留。

电视夜校介绍儋州
红灯村“志智”双扶经验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陈卓斌）6月17
日晚，第13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
出。本期电视夜校上，儋州市大成镇红灯村委会
脱贫攻坚中队小队长王金渊受邀上台，向观众介
绍红灯村“志智”双扶的好经验、好做法。

王金渊介绍，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懒。红灯
村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先是加大力度宣
传，消除贫困户“等靠要”思想，帮助他们树立“穷
而有志”观念；其次，村干部注重以典型“引路”，在
村内开展“脱贫之星”评比活动，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宣传脱贫正能量；随后，该村通过加强技能
培训，帮助贫困户掌握一技之能，增强其自身“造
血”能力和脱贫内生动力。

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完整节目内容。

临高举行扶贫产品推介会
200多万斤红心蜜柚被预定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计思佳）6月15
日下午，临高县在海口举行扶贫产品推介会。会
上，临高县当季时令水果产量的70%被36家省外
采购商订购。

再过半个月，临高扶贫龙头企业海南天地人
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红心蜜柚即将
上市。6月16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经
销商来到该公司位于临高美盛、兰罗和头星村的
3个扶贫种植基地考察。

在随后举行的推介会上，2000多亩预计产量
将达到200多万斤的红心蜜柚已被全部预定，成
交金额达1320万元。推介会现场还举行了“海南
热带果业的发展与机遇”巅峰对话会。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针对海南热带水果行业面临的压力，如
何在挑战中把握机遇，如何发挥海南的热带资源
优势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据了解，近两年，临高积极探索产业扶贫，并重
点推出土地入股保底+分红模式，不断吸引社会力
量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除了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临高还把低效的甘蔗地改种凤梨、香蕉、蜜柚、火龙
果等品种，迎合市场需求，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涉嫌贪污罪
澄迈县歌舞团原团长
李宪忠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金
昌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
2019年6月14日，澄迈县歌舞团原团
长李宪忠涉嫌贪污罪一案（经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交办），由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依法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李宪忠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
法讯问了被告人李宪忠，听取了其委托
的辩护人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起诉书指控：2013年至2016年，被
告人李宪忠在受国家机关委托管理、经
营国有财产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侵吞、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
物，依法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涉嫌贪污罪、受贿罪
琼海市公安局
东平派出所原所长
胡耀平被逮捕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金昌
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琼
海市公安局东平派出所原所长胡耀平
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一案，由琼海市监
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琼海市人民
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6月13日，
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贪污罪对犯罪嫌疑人胡耀平作出
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海南环保世纪行

文昌探索建立“第三方技术单位+镇政府+村民小组”三方联动运维机制

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重建轻管”说“不”

勒住司机脖子致使公交车失控
海口一涉事男子被刑拘

三亚海棠区城市形象系列宣传活动
启动

有奖征集原创歌曲
及短视频、摄影作品

本报三亚6月17日电（记者徐慧玲）6月17
日，2019三亚市海棠区城市形象系列宣传活动启
动，活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海棠区城市形象原创
歌曲、短视频及摄影作品，三大赛事奖金超过13
万元，征集时间截至9月16日。网友可以下载

“南海网客户端”、关注“南海网”微信公众号为喜
爱的作品投票。

根据征集要求，投稿作品应紧扣主题，表现海
棠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民俗文化、建设成就等，
重点体现出海棠区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
变化和成就。

城市形象原创歌曲征稿邮箱 htqmusic@
163.com，作品提交内容包含：歌词1份、完整的
歌曲小样1份、歌曲曲谱1份；城市形象短视频作
品指定投稿平台为抖音、火山小视频、快手、微视，
参与者在短视频平台内，搜索话题“#遇见海棠”，
在话题下点击参与拍摄；城市形象摄影作品征稿
邮箱htqphoto@163.com。

本次活动由三亚市海棠区委、区政府主办，三
亚市海棠区委宣传部、南海网承办。

拉扯行驶公交车的方向盘
海口一醉酒男子“撒野”后被刑拘

近日，在儋州市东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工作人员在修复斑马线。随着儋州市东城区的发展，该片区的交通流
量增多，相关部门陆续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更新交通标识，完善红绿灯等交通设施，以方便市民出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更新交通标识
方便市民出行

海口4名初中女生
水边拍照发生意外
1人溺亡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计思佳）6月17
日，有群众爆料当天18时许，在海口东山镇升谭
礼渡口桥头水域，当地4名初一女生在水边拍照
时发生意外，1名女生溺水身亡。

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专职队接到警情赶赴
现场。到场时，溺水人员已经被群众捞了上来。

据了解，当天下午，东山镇当地4名初中女生
去吃“公期”后，相约到水边拍照玩耍，期间2人失
足踩空落水。这两人中，1人及时爬上了岸。岸
上的女生赶紧跑回村里找大人求救，落水那名女
生随后被营救上岸，但可惜已经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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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统一部署，交通银行
将于6月14日至6月24日，先后在海
南、上海、广东、广西开展第二批地方
政府债柜台市场发行。本次试点发
行的地方政府债均为专项债券，项目
类型涵盖收费公路项目、土地储备项
目等，募集资金用于地方经济建设。

今年 3 月，交通银行参与了浙

江、四川、北京地区地方政府柜台债
首批试点发行工作，销售份额全部提
前售罄。据交行相关人士介绍，交通
银行已做好再次开售柜台地方政府
债的准备工作，将发挥专业能力强、
产品报价优、经验丰富等优势，为发
行主体和投资者提供专业高效服
务。发行期间，客户可以通过交通银

行上述区域营业网点进行认购。
柜台地方政府债券属政府信

用，发行主体包括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
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具有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交易起点
低以及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与增值
税的优势，能够较好地满足低风险

偏好机构客户与个人客户的投资交
易需求。投资者通过投资该债券，
可以在获得债券收益的同时支持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地方政府
债在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有助
于拓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与投资
交易渠道，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

举措。
交通银行作为一家历史悠久、

战略清晰、治理规范、经营稳健、
服务优质的国有大型银行集团，致
力于建设“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为客户提供最好服务、创造共同价
值。此次，交通银行积极参与地方
政府债券柜台业务第二批开办试

点，进一步拓展了居民和中小机构
稳健投资的新渠道，是落实国家普
惠金融政策，打造“最佳财富管理
银行”的重要举措。未来，交通银
行将进一步大力发展柜台债券业
务，开发柜台债业务电子渠道，为
公众提供更便捷、更稳健的投资新
渠道。

打造“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交通银行助力地方政府柜台债试点发行

存在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
白沙20名驻村干部
被通报

本报牙叉6月17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刘德伟 杨兹浓）日前，白沙
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对20名驻村干部
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的情况进行通报。

元门乡南训村委会脱贫攻坚中
队符永坤、元门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
严朝星、翁村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曾
造政、红旗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赖海
生、林攀；七坊镇高地村委会脱贫攻
坚中队黄礼平、王武、陈明奇；青松乡
打松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张文光；荣
邦乡俄朗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钟奇
名；邦溪镇孟果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
冯祥光；打安镇可程村委会脱贫攻坚
中队符荣江、林于翔，朝安村委会脱
贫攻坚中队王权、符智伟、朱庆福；细
水乡福门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王仁
春，合口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周国
川；牙叉镇道阜村委会脱贫攻坚中队
吴群飞、符仕乐等20名驻村干部存
在工作纪律涣散、工作期间“走读”、
擅自脱离岗位、外出不报备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