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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张璐

高空坠物、翻斗车刮碰、突发火
灾……7月17日上午，在五指山至保
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工程（山海高
速）土建3标施工现场，海南日报记
者通过VR技术，体验了十余种工地
常见的危险。

这样的体验是现场每个工人的必
修课。该标段的五指山特长隧道单洞
长达4875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也
是我省在建高速公路中最长的隧道，
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很高，安全教育自
然必不可少。

而由于项目地处海南五指山生态
核心保护区，落实施工环保措施，创建
绿色生态路，对于项目参建者们来说
则是另一堂必修课。

山海高速项目五指山特长隧道
自开工以来，在省交通运输厅、省交
通工程建设局的指导下，施工单位中
交二公局秉承“最小的破坏就是最大
的保护、循环利用就是最大的节约”
的施工理念，落实施工环保措施，打
造绿色生态路。

五指山隧道洞口就遵循了“最
小程度的破坏”施工理念，实现了
零开挖或少开挖边仰坡进洞，有效
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中交二公局调
整了施工顺序，及时覆绿已开挖的
路基上半边坡、隧道洞口边仰坡以

及场站便道周围边坡，种植与当地
气候相适应的绿化草种，提高草种
成活率。

在海南，隧道洞内施工，高温一直

都是难题。海南日报记者在隧道洞内
看到，有一个类似鼓风机的器械正不
断排放冷气。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制的吹风

制冷机。”山海高速土建3标项目经理
李玉标颇为自豪地说，为了有效降低
洞内温度，解决洞内施工高温通病，他
们不仅购置了先进的制冰设备，还自

己研发了这款吹风机，通过实时加工
冰块，利用能量传递原理，改善洞内作
业环境。

同时，山海高速项目在混凝土拌
合站安装了空气湿度、空气质量检测
仪器，实时检测并提醒预警。项目各
厂区均配有洒水车，及时有效降低空
气尘埃，确保施工环境。

为了有效循环利用拌和废水、
料车洗车废水及场地清洗废水，该
项目还引进了环保水保砂石分离
机，使得厂区废水及废料都能得到
有效循环利用。

项目更运用“四新”技术，实现
了机械化作业。在隧道不远处的钢
筋加工场内，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只
有少数几个工人在操作机器。“以前
需要很多工人手焊，一个网片要花
至少10分钟，现在我一个人不到1
分钟就搞定了。”正用器械焊接网片
的工人张慈龙说。

此外，施工现场结合互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创建智慧工地，实现

“隧道洞内实名制、人员定位安全
管理、洞内施工视频监控、数据实
时传输、施工现场扬尘监测”五大
板块的一站式、系统化的解决方
案；并综合应用智能监测设备等物
联网技术，对施工现场的PM2.5、噪
音等进行监控。

（本报五指山7月20日电）

实时监测环境指标、循环利用废水、自制冷风机降温——

五指山特长隧道里的“生态经”

本报万城7月2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陈燕清）“经过整治后，村里
的环境好很多了。”7月19日，在自家
门前小树下休憩的万宁市万城镇东星
村村民陈光川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现
在村里的卫生死角不见了，裸露的黄
土被水泥覆盖，原本茂盛的野草丛也
被集中清理，整个村庄的人居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
7月17日，为贯彻落实7月11日

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万宁市
领导带队到东星村进行巡查，逐一核
实东星村内存在的黄土裸露、野草丛
生等问题，并现场部署集中整治，深入
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省级文明城
市工作。

东星村坐落于万城镇边缘，属于
城乡结合部。整治前的东星村，长期
存在黄土裸露、有卫生死角、垃圾乱堆
乱放、地面不平整、路面积水、路面破
损等问题，对村民生活造成了影响，也
破坏了整洁的市容市貌。

在当天的巡查中，万宁市委常委、
市公安局长梁一强表示，媒体曝光有
助于促进相关责任单位的整改。他还
现场部署对东星村乱象的整改工作，
要求驻点单位及村委会采取有力措施

立即着手整改，动员村民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尽快解决乱堆放问题，清理
卫生死角。

当天下午，万城镇政府及东星村
委会网格点组织人员在东星村内进行

“搬家式”大扫除。东星村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东星村自今年6月30日起
已经启动了人居环境集中整治，针对
卫生死角集中发力，同时清理公路、街
道、房前屋后的垃圾和堆积物等。截
至目前共清理出500多吨垃圾。该负

责人表示，目前“搬家式”大扫除已告
一段落，已定人定岗加强监督，督促引
导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对违
反“门前三包”的行为进行批评劝导。

万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加强对东星村的巡查力
度，及时上报在巡查中发现的问题，
并与职能部门通力合作进行整改。
同时还将强化督查问责机制，对整
改不到位区域的责任人进行处罚，
倒逼整改落实。

万宁东星村集中整治脏乱差

“搬家式”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整改在行动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路旁绿树成荫、道路宽阔平
整，三两路人悠哉散步经过，感受
着这座城市优美的城市环境和慢
节奏的闲适生活……这是 7 月 19
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昌江黎
族自治县石碌镇内环路时所见的
景象。而这样的景象，如今在内环
路每日可见。

“现在可舒服多了，要在几年
前，走的是烂泥黄土路，路旁的茅
草比人还高，垃圾随处丢弃堆放，
一到晚上漆黑一片，走路回家都会
有些害怕。”就住在内环路旁的陈
必娇，见证着自家周边近年来发生
的巨大变化。

近两年来，昌江在优化人居环境
上下狠功夫，于县城范围内开展了背
街小巷的集中整治建设工作。

以陈必娇居住的内环路为例，
在 2017 年 6 月建成通车后，这条
2.1公里长的公路不仅大大改善了
该片区近万名居民的出行难问题，
还贯通连接了周边路网，极大缓解
了人民北路、环城东路等主干道交
通压力。

路修好了，环境美了。对于干净
整洁的居住环境，当地居民也显得格
外珍惜，在自觉做好门前三包的同
时，也为社区环境卫生贡献着自己的
一份力。

“每周三的双创日，是我们上
街打扫卫生的日子。”昌江郭子仪

研究会会长郭绣彭笑着说，自从昌
江开展双创活动以来，他们便主动

联系相关部门，“认领”下内环路的
打扫工作，主动参与到公共环境卫

生整治中。
昌江县双创双修工作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还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除了承接路段清扫工作的志愿团
体，每当县里组织大清扫行动，还
会有大量志愿团体和民间志愿者
主动参与，一同为创造优美人居环
境出力。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
像内环路这样的县城背街小巷，昌
江在去年一共投入近千万元改造升
级了40条，在打通居民“最后一公
里回家路”的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居
民的居住环境，将一个个曾经垃圾
遍地的城中村，变成了环境优美的

“桃花源”。
（本报石碌7月20日电）

昌江石碌镇内环路：

扮靓背街小巷 提升城市“颜值”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露天的家禽宰杀点苍蝇纷飞，
暴露在外的污水管道散发臭味，垃
圾、家禽羽毛、内脏就暴露在空气
中，几米之外，年幼的孩童正在玩
耍……

7月19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
走访了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的太坡便民市场，难以想象当地
居民已经忍受这样糟糕的卫生环
境数年之久。

“垃圾虽然就近堆放，好歹每天还
有人清理。这市场里流出来的污水，
要是碰倒下雨天，指不定就会冲到家
里来。”住在太坡便民市场附近的文先
生说，因为市场地势较高而周边居民
的房子地势偏低，市场排出的污水往

往顺着围墙向下流，影响了居民生活。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太坡便民

市场是几年前昌江在太坡地区开展

旧城改造工作时临时设置的便民疏
导点，但几年来由于新的农贸市场一
直未能投入使用，导致太坡便民市场

由临时疏导点变成了长期存在的菜
市场，再加之路面拓宽挤压了市场面
积，致使商户拥挤、卫生设施缺失，

“便民点”最终演变成了“扰民源”。
昌江双创双修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坦言，该指挥部早已向有关职能
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并下达了督办
通知单，但由于种种原因，太坡便民
市场存在的环境卫生问题一直没能
得到彻底解决。

“目前附近的新市场已建成，投
入使用后完成整体搬迁就能彻底解
决环境卫生问题。”昌江相关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表示，在太坡市场未搬
迁前，将先建一个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同时责成相关部门立行立改，解
决扰民的环境问题。

（本报石碌7月20日电）

昌江石碌镇太坡便民市场：

便民点脏乱差 周边居民受扰白沙龙江九队立行立改

垃圾死角整改完毕
本报牙叉7月20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陈权）7月20日，本报
曝光了白沙黎族自治县龙江九队垃
圾收集点旁垃圾堆积数月无人清理
等问题。对此，白沙巩卫创文办和
爱卫办等部门高度重视，立即联合
龙江居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20日上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龙江九队垃圾收集点旁的垃圾堆
及休闲健身小广场旁存在的生活垃
圾等已被清理干净。同时，白沙有关
部门举一反三，针对龙江居下一步的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周密安排。

白沙爱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组织各乡镇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
全面排查，对整改不到位或不整改
的乡镇将予以通报批评，督促再整
改，确保白沙农村人居环境整洁。

新闻追踪
黑榜

红榜

海口市普通高中学校
计划招生1.5万人
省一级学校“指标到校”计划
占本校计划的比例为50%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计思佳 见习记
者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7月20日从海口市教育
局获悉，今年海口市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1.5
万人，省一级学校“指标到校”计划占本校计划的
比例为50%。

根据《2019年秋季海口市中等学校招生工作
方案》，指标到校生的指标分配到海口公办学校和
民办学校（须达4个平行班及以上）。招录对象为
填报了本招生学校志愿，且初中阶段均在其初中
毕业学校就读，并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

非海口户籍考生指标数按初中毕业学校指标
到校生名额的5%分配，实行单独划线，录取分数
不低于本校本市户籍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此类学
生的录取工作安排在统招生录取之后进行，设立
最低录取分数线，但此分数线不得高于本校统招
生录取分数线的90%（省一级学校不得高于本校
统招生第一段录取分数线的90%）。

具有海口市初中学籍且初三年级就读满1年
的非海口户籍应届毕业生，报考海口市公办普通
高中学校的，可报考海口市公办省一级普通高中
学校招生总计划5%的公费生和一般公办普通高
中学校招生总计划8%的公费生。实行单独划
线，录取分数不低于海口户籍考生的录取分数线。

已被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和中高职“3+2”连读、
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班录取的考生原则上
不予退档。各招生学校需特别注意甄别考生的录
取状态，不得重复录取已被上述学校录取的考生。

此外，海口普通高中学校文体特长生招生指
标不得超过本校招生总计划的6%。

百名医学专家健康扶贫
海南行启动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符王润）7月20
日上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百名医学专家精
准健康扶贫行（海南站）”启动。来自北京、上
海、西安等地的近百名医学专家在海口开展学术
讲座、教学指导、疑难杂症会诊、专家门诊、专科
示教和帮带等6个方面精准健康扶贫活动。

据介绍，此次参与活动的专家将分赴海南
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第二
附属医院，重点开展规范性手术、疑难性手术和
创新性手术等3类手术，通过手术带教、学术交
流支持各医疗机构学科建设，提高我省医疗技
术水平。

据悉，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各专委会还将
定期派遣相关专家到琼进行学术交流，通过开
展门诊、急诊、手术示教等方式参与学科建设。
学会未来还将以多种有效形式为海南健康扶贫
工作提供帮助，汇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
让更多患者早日摆脱病痛，为缓解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助力。

关注中招

俯瞰五指山特长隧道洞口处，洞口边仰坡目前已进行覆绿。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摄

在太坡便民市场，有孩童在污水和垃圾旁玩耍。本报记者 刘笑非 摄

石碌镇内环路干净整洁，每日都有垃圾车负责清运垃圾。本报记者 刘笑非 摄

讲好海南故事
唱响奋进旋律
◀上接A01版
通过“全媒体+新媒体”的融合，创新传播手段，集
中展现海南精神、海南故事、时代先锋，凝聚各市
县、各行业力量，营造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
良好氛围，描绘一幅反映海南方方面面变化的美
丽画卷，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忠云在致辞中
指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精心策划、传播创新，再次承担起讴歌琼
州大地沧桑巨变、拥抱新时代的光荣使命，呈现海
南精神、讲好海南故事、宣传时代先锋。为了更好
地配合市县融媒行，海口市精心策划了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系列宣传活动周，从生态治理、城市治
理、文明创建、营商环境、旅游文化融合等多角度
展现海口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负责人表示，2019年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变化波澜壮阔，70年
的发展举世瞩目，我们身逢盛世、激情满怀。讲好
中国故事，描绘中国篇章，唱响中国旋律，是党报
媒体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

据介绍，“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市县融媒
行计划从7月持续到12月，以宣传周的形式，在
每个市县开展为期一周的宣传，从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多个具体方面，集中展示海南取得的辉
煌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市县融媒行将采取“活动+宣
传”的方式。其中，“瞰海南”大型航拍活动，航拍
图片将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平台上传播，
向全省及全国进行宣传和推介；《海南日报》将连
续刊登各市县的特刊专版，全方位展示海南各市
县近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以来的成果。

此外，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还将充分运用海南
日报新媒体客户端、微信、微博等报道载体，通过
图文、动画、视频等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海南
各市县发展成就及美好前景，并通过微信朋友圈
广泛传播，在“两微一端”的新媒体宣传平台上进
行全方位的整体包装推介。

市县融媒行通过特刊宣传、航拍、新媒体推广
等多种形式，以“大传播、大视野、全覆盖”的方式
呈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融媒转型发展的新实践，
力求实现融媒宣传报道的新突破，并在全省范围
内产生广泛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