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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向阳村：

污水处理后入湖 湖里还能养鱼儿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陈
卓斌）“生活中没了文秀，伤痛会长久
地陪伴着我们；生命中有了文秀，我们
就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文秀走了，
我们来了！这就是对文秀最好的告慰
……”8月16日，“时代楷模”黄文秀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海口举行，报
告团成员通过讲述黄文秀的点滴故
事，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向黄文
秀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投身时
代发展伟业。

黄文秀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委宣传部干部。2016年从北京
师范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家乡百色工
作，并于2018年3月积极响应组织号
召，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期间，她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

众成功脱贫，使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20%以上。今年6月17日凌晨，她在
赶回百坭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年仅30岁。

报告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报告团由黄
文秀的同事、同学、家人，以及百坭
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广西广播电
视台记者汤婧组成。现场，5名成员
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黄文秀的感人
事迹，回顾了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黄文秀，令许多
观众感动落泪。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陈王凤听完报
告后动情地说，“黄文秀的精神将激励我
们青年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来琼作报告

用青春诠释初心使命
以行动谱写时代赞歌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陈
卓斌）“时代楷模”黄文秀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会8月16日在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结束录制。据悉，节目定于8月
18日（周日）22时30分在海南新闻频
道播出，届时观众可通过电视收看。

节目中，黄文秀同事、广西壮族自
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蒋丹丹,百色
市乐业县百坭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黄
文秀的研究生同学陈丽美,黄文秀姐姐
黄爱娟,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汤婧,从
多个角度讲述黄文秀的感人事迹。

黄文秀先进事迹报告会
明晚海南新闻频道播出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记者徐
慧玲）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
期结束，南海迎来了新渔季。8月16
日，2019京东南海（三亚）开渔节在三
亚市崖州中心渔港举行，300余艘渔
船相继出港，驶向深海。

当天中午12时许，雄壮的锣鼓、
高亢的渔家号子为开渔节擂出了南海
的磅礴气势，歌颂了南海渔民的勇气，
祈祷风调雨顺、出海鱼虾满仓。随着
一声声嘹亮鸣笛，停靠在三亚崖州中
心渔港码头的300余艘渔船，在“南海
第一捕鱼”琼三亚渔71095号渔船的
引航下，劈波斩浪，驶向深蓝，开启新
一季的忙碌。

在此次开渔节上，三亚市政府与
京东零售集团7FRESH业务部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当天“三亚崖州中心
渔港（京东）交易信息中心”正式揭牌。

根据协议，三亚市政府与京东集
团将携手推进智慧渔港建设，京东集
团将依托现有的崖州中心渔港进行升
级改造，把崖州中心渔港建成面向全
国的渔货集散中心和面向海上丝绸之

路的渔货精深加工中心，并导入渔港
旅游产业，结合渔村美丽乡村建设，打
造以国际渔港、精品渔村为内核的综
合观光旅游度假区。

此外，开渔节后，京东集团将在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举行 2019 京
东“鱼王竞拍”活动，即从回港渔民
捕获的海鱼中选拔最生猛、最具分
量的为“鱼王”参与京东竞拍活动。
此次活动将延续拍卖鱼王的传统民
俗，借习俗展新意，展示南海传统海
洋捕捞生产特色，弘扬南海海洋产
业文化。同时，8 月 16 日至 9 月 1
日，京东 7FRESH还将举办为期半
个月开渔节优惠活动，通过旗下京
东生鲜、七鲜超市进行全渠道同步
首发海南鱼类商品。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出海捕鱼啦!
2019南海（三亚）开渔节举行

三亚积极稳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848个集体经济组织
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查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通过试
点先行、树立样板示范村等方式，三亚积极稳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海南日报记者8
月16日从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目前，三
亚市吉阳区、天涯区、海棠区、崖州区以及育才生
态区等5个区83个村委会、765个村民小组、848
个集体经济组织，都已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
作，“系统录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是三亚开展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场硬仗。三亚多方积极协作，
强化专业队伍，通过招标引入多家第三方服务机构
提供会计、测绘及软件的专业技术服务，更好地解决
农经队伍薄弱的问题，初步形成市统筹指导、区组织
实施、村级具体操作、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
11月三亚完成了15个试点村147个村民小组的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今年，该市将在试点经
验的基础上，全面铺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16日是海口中小学接收入
学申请纸质材料第三天。海南日报
记者走访多个学校了解到，目前各学
校收到的纸质材料份数基本都超过
网申人数一半以上了。由于今年招
生时间缩短，不少学校都采取提交纸
质材料和入户调查同步进行的方
式。多所中小学负责人表示，17日
就将启动入户调查工作，由于今年海
口首次实施部门联合审核制度，学校
仅对材料有瑕疵的学生进行入户调

查，需入户调查的学生比例不超过
20%。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美
苑小学和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
相关负责人，他们表示，存在以下
情况的学生通常会成为入户调查
的对象：租房居住的，学校要入户
核实该租房住所是否为该家庭的
日常居住地；祖孙三代共同居住
的；居住在单位房、集资房、祖屋等
没有房产证的；购房合同显示未交
房，但家长表示已实际居住的；网

络申请信息有误等。
两位负责人特别提醒各位家长，

学校入户调查的时间通常会选在下
午5时之后，入户前学校老师会提前
和家长联系。所以近段时间，家长和
孩子周末或工作日下班后尽量不要
外出，一定要保持网申学位时登记的
联系方式畅通。入户调查时，家长最
好安排小孩在家。此外，对于材料有
瑕疵的学生，入户调查是入学的必要
环节，若老师多次入户找不到人或联
系不上，或将影响孩子入学。

针对入学申请材料瑕疵

海口多所中小学今天开始入户调查
请家长保持手机畅通，尽量让孩子在家陪同

全省纪检监察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陈浩）8月16日下午，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
监察干部警示教育大会，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关于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部署要求和全
国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培训班精神，用身边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把纪检监
察机关自身建设引向深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蓝佛安出
席会议并讲话。

此次会议也是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举措。会
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省人大会堂设主
会场，各市县（区）设分会场。

会议指出，要把握形势要求，牢记初心使命，
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
设。这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根本要求，是践行初
心使命、忠实履职尽责的基本保障，是化解“灯下
黑”风险隐患、淬火成钢的必然要求。

蓝佛安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抓纪检监察机
关自身建设，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中带好头、做示范；要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强化不
敢腐的震慑；要深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扎牢不能腐
的笼子；要加强教育管理，不断增加不想腐的自
觉。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自觉担负起抓自身建设
的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
成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海南工会重点工作推进会
暨全省工会改革总结交流会召开

推动新时代
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何瑞闻）8月16日下午，海南工会重点工作推进
会暨全省工会改革总结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学
习“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各项改革政
策全面落实”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精神，全总第十
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全
总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
今年以来全省工会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安排部署
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推动新时代工
会工作创新发展；要服务全省改革发展大局，围绕
我省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开展多种形式
的劳技竞赛和创新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要持续深化工会改革，打造高素质
专业化的工会干部队伍，将工会改革面临的难点、
堵点一一破解，让改革成效惠及更多职工群众，动
员广大职工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建功立业。

省高院就两宗检察机关
抗诉案件召开审判委员会
检察官受邀发表监督意见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8月16
日下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2019年第8次
审判委员会，就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1起贩卖毒
品案件和1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进行讨论。

会议由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凤超主持，省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受邀列席审判委
员会并发表监督意见。省高院11位审判委员会
委员出席，省检察院有关案件承办人列席。经省
高院审委会会议研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两起案
件的抗诉意见，均表示支持。

近年来，在我省法检两院的共同努力下，检察
长列席审委会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形成了良
好的监督配合关系。截至目前，全省各级院检察
长已列席审委会148次，研究案件245件，其中省
检察院列席了21次，研究案件44件，发表的意
见、建议采纳率为85%。

8月16日开渔节上，渔船驶出三亚崖州中心渔港。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红榜

黑榜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这下面埋着排污管，家家户户
的连在一起，全村的污水集中到村
外围的污水处理池。”8月 14日下
午，在澄迈县福山镇向阳村，60多岁
的村民王少霞指着自家房屋边的草
地自豪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只见
此处草色青青，几株大叶紫薇花开
得正繁盛，完全看不出排污管道的
踪迹。

穿过王少霞家的这片绿地，
沿着村内主干道观察，在道路两
旁修剪整齐的绿树下，半掩着盖

有水泥板的排水渠道。继续往村
内行走不到 10分钟，便能看见一
排红瓦白墙的洋楼临湖而建。一
池湖水碧波荡漾，游鱼阵阵。湖
泊旁，安置着一座污水处理池。
向阳村环境卫生负责人吴维大介
绍，雨水沿着排水渠流向村外，全
村的生活污水则收集至污水处理
池后，经过三级过滤及沉淀，再排
入湖中。

王少霞平时喜欢带着孙子在
村内溜达，或者看看花草，或者到
湖边看看小鱼，日子过得舒服惬
意。不过在她的记忆里，向阳村的
光景并不从来如此。“以前我们村

大部分人住的是瓦房和木板房，
猪、牛等就养在门前屋后，村内没
有排水沟，最怕下雨天，雨水、粪水
混到一起，屋里屋外臭烘烘。”王少
霞说。

向阳村人居环境整改早在十多
年前便开展，进行道路硬化以及修
建雨污分流管网，初步改善了向阳
村面貌。为了打造美丽乡村，2013
年澄迈县投入了800多万元，增加
绿化，修缮民居等。

“村内环境变好了，村民也逐
渐富裕起来，向阳村还被评为澄迈
县首个美丽乡村。”有关村干部介
绍道。 （本报金江8月16日电）

澄迈三多村：

污水横流 无力雨污分流整改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农户污水肆意排，鸡鸭等家禽
随地走，池塘变蓄污塘，牛粪躺在路
中央……8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
走访了澄迈县瑞溪镇三多村，看到
了不少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

沿着三多村环村公路的是一条
长而狭窄的水利沟渠。半渠的黑臭
污水在缓慢向村外流动。许多垃圾
袋、农药瓶等漂浮其间。逆着水流
溯源，行至村边的一方水塘。池水
已经发绿。紧挨着这个池塘的小树

林下，布满了牛粪、鸡鸭粪等，蚊蝇
成群。一群鹅在林下的水沟中休
憩、觅食。经过这片水塘，往村中行
走很快又遇见另一个稍小的水塘，
池水一样发绿发黑，沿岸堆放着许
多建筑垃圾。

继续深入村内，记者发现，几乎
家家户户的排水口或者排水管直接
裸露屋外，生活污水源源不断地向屋
外输送。不论是村道上，还是小巷道
内，污水肆意横流。在一些不平整的
水泥路段，甚至形成长长的积水带，
行走时稍不留神就踩进污水中。

更让人意外的是，村内有3处面

积较大的污水洼地，洼地处荒草丛
生，水体发黑发臭，紧邻村民房屋。
住在一处水洼旁的村民小何告诉记
者，村中未修建专门的排水管网，也
未进行雨污分流，这些水洼已存在
多年，十分影响村民的生活。而且
村内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
理，最终流入村外围的两个池塘中。

针对发现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三多村党支部书记刘涛。他表示，
村干部们会抓紧清理村内垃圾、杂
草以及家禽粪便污染，但是目前该
村尚没有能力进行雨污分流整改。

（本报金江8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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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报讯 （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日前
印发《海南省建筑石料机制砂一体
化生产资源保障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提出从2019年起每
年供给不少于4610万立方米建筑
石料，2019年供给机制砂800万立
方米，从2020年起每年供给机制砂
1000万立方米，确保高效有序供应
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建筑石料和建

筑用砂。
根据《方案》，目前全省处于有

效期内且正常开采的建筑石料矿山
56 个，保有资源储量 9358 万立方
米，核定开采规模1432万立方米/
年，2018 年实际生产 746 万立方
米。全省已出让采矿权但未建成矿
山或未投产的38个，保有资源储量
10034万立方米，设计年开采规模
1170万立方米/年。

《方案》明确了我省建筑石料机
制砂一体化生产资源保障工作的6
项工作任务：一是全力推进现有开采
建筑石料矿山达产，二是加快已出让
采矿权的建筑石料矿山建成投产，三
是建设大中型建筑石料机制砂一体
化生产骨干基地，四是探索建立建筑
石料资源储备制度，五是以生态为底
线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六是加强矿区
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

我省将加快推进建筑石料机制砂一体化生产
2020年起每年供给机制砂1000万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