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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海绵城市建设②

“海绵化”小区从哪些方
面入手？

“‘海绵化’小区具体主要通过雨污
分流改造、雨水管网改造、景观绿化改
造、道路修复改造、生态停车场改造、雨
水收集回用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建设。”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
说。

“雨污分流改造”是对存在雨污合流
的小区进行雨水、污水管网分流建设，解
决雨季污水冒溢问题，避免污水排河情
况，减少对河水的污染。

“雨水管网改造”是对现有现状排水
系统中设计标准不高，导致排水能力不
足的管网进行改造，增大排水能力，消除
雨季积水问题。

“景观绿化改造”是通过植草沟、
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提
高土壤涵养水分，调节微气候，降低热
岛效应，提升景观效果及绿化植物多
样性。

“道路修复改造”是修复现状破损混
凝土道路，并将道路进行透水铺装改造，
提高路面透水性，对水资源进行涵养，特
别是机动车道进行透水铺装改造后，能

降低噪声、提高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人
行道透水铺装改造可提升行人舒适度，
达到小雨不湿鞋的效果。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建设可实现雨
水原位收集、净化后用于道路浇洒、园林
绿地灌溉等，有效节约水资源，降低用水
成本。

“海绵化”小区真的有效
果吗？

三亚“海绵化”小区在治理积水方面
成效明显，这有什么依据呢？

根据三亚市多部门监测，三亚海绵
试点区域内的下洋田、凤凰路嘉宝花园
等9处较为严重的内涝点和积水小区，经
受住了台风“山神”“贝碧嘉”等强降雨
（日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考验，未出
现积水问题。

多次台风和强降雨大考过关，这
让广大市民对“海绵化”小区有了新
的认知，切身感受到改造后带来的好
处。

如今，通过雨污混接改造、积水点改
造、绿化景观改造等海绵措施，解决了三
亚榆亚新村、三亚一中、供电小区等多个
小区内部的雨季积水、污水冒溢等一系

列问题，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
涝”的目标要求。同时，三亚还结合棚户
区改造和城市有机更新等建设，在完善
功能、改善环境方面下功夫，统筹解决

“路平、水通、灯亮”等问题，让群众得到
实惠。

“海绵化”小区技术路线
是什么？

在“海绵化”小区改造过程中，低影
响开发设施的选择应因地制宜、经济有
效、方便易行。

海绵化小区的改造思路为，建筑屋
面和小区路面径流雨水通过有组织的
汇流与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绿
地内的以雨水渗透、储存、调节等为主
要功能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对于因空间
限制等原因不能满足控制目标的建筑
与小区，径流雨水可通过城市雨水管渠
系统引入城市绿地与广场内的低影响
开发设施。

源头小区项目通过下沉式绿地、雨
水花园、雨水桶、蓄水模块等LID设施，
实现雨水的储存、滞留、渗透，通过雨水
收集回用设施建设实现雨水原位收集、
净化后用于道路浇洒、园林绿地灌溉等，
有效节约水资源，降低用水成本，并对存
在雨污合流、混接的小区进行雨水、污水
管网分流建设。

目前，三亚优先对存在涉水问题的
小区进行“海绵化”改造，形成集中连片
示范效应，体现“海绵城市”建设的成效，
避免海绵小区改造碎片化。

随着时光的推移，新的小区最终也
会成为老旧小区。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规避永远有改
造不完的老旧小区？

对此，三亚市注重顶层设计，对于新
建、重建类项目，包括居民小区，都要将
地块“海绵城市”建设指标和要求作为标
配，从建设前期就进行严格把控，从而确
保海绵建设落到实处。

（撰文/平宗）

三亚老旧小区如何解决积水问题？

海绵化改造实现人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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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掩映下的三亚市
吉阳区东岸假日小区，车
来车往，秩序井然。12月
3日，53岁的该社区党支
部书记巩建平说：“我搬进
这个小区已有10年，前些
年只要一下大雨，小区路
上就有很多积水。不过，
小区进行‘海绵化’改造
后，没有出现逢雨必淹的
现象了。”

海南耀盛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师潘雄介绍，
今年3月，东岸假日小区
“海绵化”改造项目开工，
于今年6月底完工。施工
期间，他在现场指导和协
调施工。“在容易积水的小
区进行‘海绵化’改造，这
是一项民生工程，所以我
们尽量使工程又好又快。”
他说。

像东岸假日小区这样
进行“海绵化”改造从而化
解积水等问题的小区，在
三亚市还有一大批。

经统计：三亚市“海绵
城市”试点区域共20.3平
方公里，近3年来先后进
行“海绵化”改造的老旧小
区共有40个。

三亚老旧小区如何解
决积水问题？

且让我们从一个个具
体问题解答开始，在不同
层面对老旧小区的“海绵
化”改造进行了解。 三亚市一中雨水花园雨天蓄水净水实景图。黄海伟 摄

近两年，琼台高度重视学生就业事
务，将招生就业工作办明确为处级专门
工作部门，具体负责毕业生就业指导和
服务工作，千方百计帮助毕业生解决就
业难问题。

“学校一直把就业当成最大民生做
好服务。”琼台招生就业处处长林琼花
介绍，比如，专门开设就业指导课程，举
办毕业生就业主题指导活动和专题报
告，使学生的就业定位更趋理智；广泛
使用PC端和手机移动端，通过微信、微

博等新型传播手段，及时发布和推送就
业岗位信息，提高学生对用人单位需求
和岗位设置的认识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琼台还与国内知名
教育咨询和科技服务机构展开合作，利
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开展了毕业生就
业质量综合评估，为学校人才培养、课
程建设和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开展就业服务月和
校园招聘会等系列活动，吸引企事业单
位600多家，为毕业生提供了近6000

个就业岗位。
“学校还针对不同对象和群体学校

采取了不同的帮扶措施。”林琼花举例，
学校严格落实海南省就业创业补贴政
策，累计共发放补贴183.45万元；每年
投入资金100万元，向“双困生”提供勤
工俭学固定岗和临时岗近400个，并为
582名家庭困难、身体残疾、创业同学发
放87.3万元补贴；为2020届641名在
毕业年度内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
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申请
96.15万元的补贴……今年以来，学校
共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活动4场，累计帮
扶人数700人。

据统计，近两年来，学校就业各项
数据保持在高位且平稳的运行态势。
2018届毕业生就业率为96.7%，就业满
意度为72.69%。用人单位对琼台毕业
生满意度也高达91.25%。今年成绩同
样良好，截至目前，2019届毕业生就业
率达91.52%，高于全省高校平均就业

率3个百分点。
群众利益无小事，师生冷暖挂心

头。李湖表示，琼台将继续把民生工作
做实做细做精，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优化育人
环境、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为琼台师
生员工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文明、
进步、美丽、快乐的幸福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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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就业当成最大民生做好服务”

琼台师范学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主题教育

主动作为 确确实实为师生办实事

15秒，是琼台师范学
院组织部原部长黄业东
从教工宿舍1楼乘坐电梯
抵达 7 楼家门口的时
间。尽管盼望多年的电
梯安装已有一年之久，每
次乘坐电梯他仍能感觉
到一阵暖意涌上心头
——安装电梯这一民生
工程的完成，缩短的不仅
是教职员工回家的路程，
更是大家与学校党委之
间，心与心的距离。

2019年是琼台师范
学院（以下简称琼台）的
民心工程年。一年来，琼
台坚决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新一届党政领
导班子的带领下，把办好
师生满意的学校作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要抓手，把工作
是否能让师生对学校怀
有更多认同感、归属感作
为检验担当、磨砺初心的
衡量标准，扎实推进各项
民生工程，师生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不断提高。

琼台原校长邓炳奇已经89岁了。
一年以前，住在教工宿舍4楼的他很少
下楼。“没有电梯，出去麻烦、回来辛苦，
干脆就不走动了。”他一一数着：楼上的
某老师腿脚不好，走一层要歇一阵；楼
上的某家属抱怨，下楼买把菜、倒个垃
圾都是负担。

琼台新班子上任之初，就通过设立
意见收集信箱、公布领导电子邮箱等各

种方式，全面及时倾听群众呼声。邓炳
奇等人关于安装电梯的申请也放到了
学校党委的桌面上。

令邓炳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反映
了多年均未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新班子这里得到了重视——党委书
记李湖担任工作小组组长，亲自督办电
梯安装事宜。

黄业东记得，“李书记说，这些旧宿

舍楼里住着的，都是对海南基础教育作
出贡献的老教职员工，他们生活上遇到
的困难，我们必须尽快解决。”琼台后勤
基建处处长龙旺也记得，“每次李书记
来老校区，再忙都要到宿舍楼去看一
眼，看看电梯装好了没。”

电梯的安装，只是该校党政领导
班子密切联系群众，为师生员工解
决实际困难的一个缩影。一年多

来，该校领导班子还多次深入院系、
深入课堂、深入宿舍，来到师生员工
中间，倾听大家工作、学习、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和需求。黄业东告诉笔
者，每逢重要节假日，校领导均来到
退休干部和教师家中慰问，询问大
家对当前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的意见建议：“大家都说，党密切联
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又回来了！我们

参与学校建设发展的积极性也越来
越高了。”

笔者了解到，琼台的5名校党委委
员还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座谈、调查问
卷、资料查阅等方式，对学校各方面工
作情况进行了充分掌握，总结民意、梳
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以完整的
调研报告为下一步进行全面整改打下
了坚实基础。

“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又回来了”

海南长夏无冬。每到夏季，琼台学
生就盼望着能有一台空调送来清凉。

2019年暑期，在校领导的指导和
督战下，琼台多部门联动配合，利用假
期时间加班加点，为桂林洋校区1至10
栋学生宿舍楼安装了空调2143台，并
赶在开学前建成了桂林洋校区第11栋
学生公寓楼。

“整个暑假，我们好多干部都‘泡’
在工地上，测试空调的时候甚至彻夜不
眠。”龙旺说，正常来说，安装这么多台

空调要两到三个月时间，通过校领导与
代管单位的充分沟通，学校各部门的通
力合作，工期被缩短到一个半月。如期
启用的空调给返校上课的学生们送上
了一个惊喜。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学
校还对各校区教学场馆电路进行了检
查整修并加以扩充，为下一步在教室、
实验室全面安装空调做好准备。

不仅如此，2019年上半年，琼台还
按照校党委要求，对两个校区的食堂进
行了全面改造，拨出专款加装了空调，

改善了就餐环境。同时，学校还终止了
与原食堂承包公司的委托经营关系，新
招了三家餐饮公司合作经营桂林洋校
区学生食堂。琼台2017级汉语言文学
班学生鞠铠羽说，如今的食堂，不仅档
口增加了，食品种类也丰富了，就餐环
境也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大家到校
外就餐和点外卖的次数明显减少，爸爸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吃坏肚子啦！”

教师和学生的幸福感增强了，普通
职工的获得感也在不断提升。笔者了

解到，琼台新班子上任后，以一系列有
效措施激发了学校工会“娘家人，贴心
人”的作用——两年来，该校将聘用人
员与在编人员一视同仁，纳入学校全款
出资体检人员范畴，临时工由原来学校
不管到学校出资一半，这一做法得到了
职工交口称赞。

贴心的举动还有许多——这两年，
琼台加大了为师生员工送温暖的力度，
每个寒假都会对留校师生和外国留学
生进行慰问，安排值班人员与他们一起

欢度春节；每年都给困难学生发放一定
金额的回家路费，安排学工干部到家中
慰问。校班子成员还经常性地走访退
休干部教师和困难、患病职工，倾听他
们的需求。

2018年，得知学校一名保安患肝
癌晚期，学校主要领导委托工会和保卫
处开展校园献爱心募捐活动并带头捐
款，让患病职工和家人感受到了来自琼
台大家庭的温暖，他们激动地表示：“我
们永远是幸福的琼台人！”

“我们永远是幸福的琼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