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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多措并举保护河流生态环境

又见河水清如许 岸绿景美人开怀

为建立保护水资源、修复水生态
长效机制，2018年下半年，澄迈县还
编制了“一河一策”实施方案，针对河
流实际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
各级河流治理保护与监管的行动路
线计划。

据悉，澄迈境内溪河密布，有大小
河流228条，总长度约1249千米。其

中省级河流9条，县级河流11条，镇级
河流208条。澄迈县将所有河湖按级
别设立了县、镇两级河湖长和河道管护
员，全县共设立河长120名，聘请河道
管护员共435人，开展日常巡查河流工
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解决。

“‘一河一策’有效避免了过去权
责不明、工作互相推诿等现象，革除

环境污染治理只依赖环保部门的弊
端，促进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凝心聚
力下好‘一盘棋’，共筑‘同心圆’。”澄
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为此，澄迈
县还制定了《澄迈县全面推行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方案》，明确“河长制”工
作中涉及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执法监管等六项。
澄迈百姓是“河长制”的受益者，

更是“河长制”的参与者。为发动群
众齐心呵护家乡河流，澄迈县还建立
了有奖监督举报机制，今年以来，选
聘58名群众担任“民间河长”，43支
志愿者队伍自发参与河流管护工作。

（本报金江12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李佳飞

“又一条鱼上钩啦！”12
月17日11时许，在海南老城
经济开发区美伦河公园的河
岸边，“候鸟”居民唐明苏从
水中扯回鱼竿兴奋地冲同伴
叫喊，细鱼线上，一条银白色
的小鱼还在上下摆尾。

眼前的美伦河，清澈明
亮，游鱼阵阵，如一条玉带缓
缓向北流淌，汇入盈滨内
海。河流沿岸带状公园里，
火红的三角梅开得正艳，蜿
蜒的栈道掩映在红花绿叶
间，河岸边垂钓者气定神闲，
好一幅和谐静美的生态画
卷，生动诠释着澄迈县治河
工作成效。

近年来，澄迈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农业、水务、林业
等多部门联手谋划治理与保
护河流，从源头纳管截污、水
体治理、生态修复等多个环
节入手，力争实现水清、岸
绿、景美、民乐。

美伦河如何做到“面目清秀”？
“截断污染源，是美伦河颜如其名的
根本原因。”谈起美伦河治理经验，
老城经济开发区环保局副局长陈嘉
威说。

从地图上看，美伦河干流起源于
澄迈老城镇富豪村西侧的昌旺水库，
流经沙吉村、罗驿新村、白莲墟、老城

镇再归入大海。全程12.68公里的美
伦河主干流，经过村庄众多，尤其在
美伦河下游，由美伦桥汇入海口片
区，穿过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商铺
稠密区。

“过去，这里因居民、工业区的生
活污水直排入河，导致水体脏臭，水
质很差。”陈嘉威说，2017年开始，老

城经济开发区启动污水截流工程，先
后投入约5647万元，在沿线及周边
铺设管道，同时新建污水提升泵站，
把沿线污水集中收集至老城西区污
水处理厂，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与此同时，澄迈县还清理、整顿、
取缔了一批沿河畜禽养殖场，指导92
家餐饮企业完善污水收集设施。在

美伦河流域，老城经济开发区关停1
家河面养鸭场、6家养猪场，督促1家
宰鹅作坊完善污水治理设施，取缔关
闭了80多亩鱼塘，清理了4万多平方
米渔排。

一番强效治理后，美伦河不仅实
现水清、岸绿，嬉戏的鱼群还吸引来
大批“候鸟”居民垂钓，其乐融融。

治水不是易事，污染和破坏防
不胜防，对于已出现毁河“乱象”，又
该怎么办？“直面问题，及时整改补
救！”澄迈县水务局副局长林志鹏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6月，他就曾
面对南渡江被污染遭媒体曝光的尴
尬境地。

当时，南渡江流经金江大桥至澄
迈大桥河段因两岸污水直排，水体黑
臭遭附近居民投诉。针对此问题，澄
迈县水务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施工

队，改造升级沿岸排污管道，将污水
重新收集、集中处理。

不料，临江换管建设污水管道施
工难度非常大，澄迈大桥下的排污管
道先后开挖3次才施工成功。林志鹏
说，由于施工面距离江水不到30米，
江水位高，导致江水渗漏和倒灌，影
响工程进度。最后，工程队动用10
多个水泵不间断抽水，并用钢板隔离
围档施工。经3个多月奋战，管网升
级改造完成，沿线1.8万余名居民的

生活污水从此不再直排入南渡江。
如今，流经澄迈的南渡江水不仅

清澈，两岸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
12月1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位于澄迈县瑞溪镇的南渡江岸边
看到，原来的采砂厂已经关停，采砂
设施全部被清理，沿岸的沙滩还铺上
了红土，种上了鱼尾葵、狗仔草等，不
远处，水草茂盛，芦苇随风飘荡。

“看，这里就是采砂点生态修复
示范点！”南渡江应急生态修复工程

项目负责人陈金钟指着眼前的河滩
说，去年10月起，生态修复工程队开
始进场清障，将原先破坏的河道进行
修复，沿岸进行平整、复绿。

“等草籽长起来，将再现南渡江
自然美景，未来还将尝试发展旅游
业。”澄迈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以来，澄迈全县对南渡江两岸37
个采砂点进行生态修复，累计生态修
复面积 671.2 亩，沿江种植苗木
13941株，植被复绿基本全覆盖。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澄迈县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实施“河长制”，并广泛发动群众参
与河流保卫战，就百姓反映强烈的乱围
乱堵、乱占乱建、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
突出问题进行了整治，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我们看到，河湖黑臭脏现象基本消

失不见，河湖水质明显提升。
趋势是向好的，但问题也不容回

避。河湖的许多问题具有长期性、累积
性，河湖管理保护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
节。明确了河长，意味着“有名”，为水

域保护划清了“责任田”，让巡、管、护、
治有人问、有人管。但是，要把事情办
好、办实，还必须让河长制从“有名”走
向“有实”。

首先，要做实督查考核体制，通过

做实考核督查，督促河长将自己的“责
任田”管好保护好。要明确责任机制，
做到奖罚分明；建立督察机制，通过加
强河长制明察暗访，建立通报约谈机
制，督促各级河长履职尽责。

其次，做实社会公众参与机制。河
长作为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不
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保护河道湖
泊上，所以日常的巡视检查，要广泛发
动社会公众参与，不仅能够节省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更有利于唤醒公众的保护
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实现事半功倍。

截污纳管，实施源头管控

综合施策，整治毁河乱象

长效治理，强化日常巡查

短评 抓好“河长”制 推动河“长治”

12月17日，几位钓友在澄迈县老城镇玉楼河边垂钓。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瞧，这风景多美，岸边有竹有
花，河里有鱼有虾，百看不厌。”12月
18日 9时许，在澄迈县福山镇花场
村，花场村委会委员、同时也是花场
河管护员邓惠文拿着一个垃圾袋和
一根长夹子，一边巡河，一边高兴地
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此时，村里有妇女儿童来到河边
散步、晨练，几名男子架起鱼竿悠哉
地钓鱼。

看到这一幕，邓惠文有些感慨。
2001年，她嫁到花场村，花场河在她
眼中是条美丽的河流。“海水涨潮时，
花场河水涨高，水面宽阔，水也很清，

能看见很多鱼。”在河畔生活了近20
年，邓惠文见证了花场河的蜕变。

“随着大家生活条件变好，村里
年年有人家盖新楼，花场河几乎成了
露天垃圾场，各种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堆在河两岸，老远都能闻到臭味。”
邓惠文说，花场河垃圾堆积最多的时
侯，河道被两岸垃圾几乎占去二分之
一，臭气熏天。

看到美丽的花场河河道越来越

窄，河水水质越来越差，一些村民们
开始担忧起来，提出要清理河道，保
护花场河。2009年，已是花场村党
支部书记的邓惠文挨家挨户走访，
得出结论，花场河的“病灶”在于无
正规垃圾收集点，加上村民们对河
流保护意识薄弱。而运走现有的垃
圾，引导村民们不往河里倾倒垃圾，
就是“药方”。

经过多次征询意见，村民们最终

同意，每户人家每年交48元，由福山
镇派一名专业保洁员将垃圾清运到
镇上的垃圾收集处。在这期间，邓惠
文还自愿每天巡河，引导村民不乱丢
乱倒垃圾。这一坚持就是10年。

在邓惠文的带动下，不少村民也主
动加入到巡河和护河行动中来。

今年4月，澄迈县水务局为县域
内河流聘请河道管护员，邓惠文报
名申请成为花场河管护员。

自此邓惠文把肩上责任看得更
重了，每天上午、下午巡查河道，不仅
要查看河面、岸坡、绿化带等处的保
洁，还要细心关注河道防洪坝、桥梁、
栏杆等设施养护情况。一旦发生乱
倾乱倒垃圾、水体浑浊等现象，马上
协调各方力量及时处理。

“我有责任让花场河青春永
驻。”邓惠文说。

（本报金江12月19日电）

澄迈福山镇花场河管护员邓惠文自愿护河10年

“我有责任让花场河青春永驻”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叶上荣

“今年村里 30 多户人家盖新
房，大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喽！”12
月19日11时许，在澄迈县中兴镇横
滩村的一颗大榕树下，几个村民围
坐着聊天，在72岁的蔡兴富看来，
近几年村里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
化，“村民的腰包鼓了，村里的环境
也好了，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愿意
回村里住了。”

近年来，随着横滩村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尤其今
年，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带动下，家

家户户自觉参与环卫清洁，环境越来
越整洁。

“通过制度约束，保证责任到
位、管理监督到位，逐步帮助村民摆
脱旧思想，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
惯。”横滩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张
坚和队员在驻村之后，专门成立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将村道

及公共区域划为5个片区，分配给5
名公益性岗位保洁员，让每位保洁
员对自己负责的区域进行日常打
扫，确保村道整洁干净，村委干部负
责监督保洁员完成职责范围工作，
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干
部、帮扶责任人挨家挨户做宣传农村

环境治理理念，鼓励村民做好门前屋
后、院落周围的环境卫生，做到不乱
倒、不乱扔、勤打扫。

此外，乡村振兴工作队还思考着
如何借助现有条件，弘扬横滩村的特
色文化。

横滩村是琼崖红色革命村庄。
为推进革命老区横滩村的发展，乡村

振兴工作队计划以“党建+廉政文化
示范点+红色革命+乡村振兴”模式，
打造一个具有红色革命特色的廉政
文化教育基地。

张坚说，下一步希望以横滩村党
建示范点为延伸，推进红色旅游发展，
将横滩村打造为红色旅游示范村。

（本报金江12月19日电）

澄迈横滩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动村民整治人居环境

村庄换“新装”村民齐点赞

担心门前停车位妨碍生意

澄迈一商家抹去标线
被罚500元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张斐）12月17
日晚，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路管员在金江
镇人民路路段查获2名私自改造道路标线的男
子，依法对当事人分别处以罚款500元。

当日晚，该局交通管理大队加强路面防控，巡
逻至金江镇人民路路段时，发现2名男子行为怪
异，蹲在停车位内敲敲打打。路管员随即进行盘
问，原来是旁边商铺老板认为门前停车位影响店
铺生意，所以试图抹去停车标线，便指使2名店员
使用锤子、钻子擅自施工，没想到被执勤路管员现
场查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
移动、占用、损毁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
线。路管员依法传唤当事人至辖区澄城派出所，
经进一步调查处理，澄城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当事人分别处以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收缴作案工具1把钻子
和2把锤子。

澄迈开展
秋季免费艺术培训汇演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12月15日，澄迈县青
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学校）组织开展“我学习、我快
乐”为主题的秋季免费艺术培训汇演暨“2019年
全民终身学习周”活动。

活动现场，手工、绘画、书法、科技等作品展
展示了学员们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成果。同
时亲子手工制作、亲子书法书写、亲子百米绘
画、亲子科技制作等系列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家长
的积极参与。

当天，由教师和学员们一起自编自演的舞蹈、
声乐、器乐、电声乐等节目在县影剧院精彩上演，
文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集中展示了学
员们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培养学生
的艺术特长为目的，服务于澄迈县青少年学生的
校外科技、艺术教育工作。2019年设置秋季免
费艺术培训班共20多个项目、37个班级、共计
1000余人。

澄迈金江镇
拆违1278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张仁圣）为严厉
打击违法违章建设的行为，以铁的决心和措施攻
坚克难、全力推进打违控违工作。日前，澄迈金江
镇联合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金江镇大催村、
村头村、塘口村等3个村的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
制拆除。

据统计，此次拆除行动共计出动65人，中型
挖机1台，拆除违法建筑8宗，共计拆除违法建筑
面积1278.85平方米。

澄迈县金江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加大拆违力度，加强农村宅基地建房报建
的引导和宣传，从源头遏制新增违建，推动全镇
打违控违工作，营造金江镇良好的建设秩序和发
展环境。

中国校园啦啦操锦标赛
在澄迈开赛

本报金江12月19日电（记者余小艳）12月
19日上午，2019年中国校园啦啦操锦标赛在澄
迈县体育馆开赛，全国各高等院校、高职高专、中
学、中专共54支队伍1000多名运动参加。

据了解，作为全国最高级别的啦啦操赛事，中
国校园啦啦操锦标赛首次在澄迈县举办。按比赛
安排，本次赛事包括舞蹈啦啦操、技巧啦啦操，设
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比赛项目有集体花球、集
体爵士、集体街舞、集体高踢腿、技巧啦啦操、双人
花球、双人爵士、双人街舞、混合配合技巧、混合双
人技巧、全女生配合技巧、高级、精英级、超级等。
比赛组别分为高水平院校组、体育院校组、普通院
校组、大专院校组、初中组、高中组、初高中混合组
和中职中专组。

本次锦标赛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中
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艺术体操分会执行，海
口市啦啦操运动协会承办，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协办。

省电子政务论坛
在澄迈举行

本报金江12月19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张仁圣）12月19日，第十二届省电子政务论坛
暨政务信息化建设培训在澄迈举行。作为电子政
务领域一年一度的盛会，本次论坛以“数据融合与
安全、业务协同”为主题，重点围绕政务信息共享
开放、大数据开发应用和公共信息资源安全管理
等内容进行研讨与交流。

论坛发布了2019年海南省信息化发展水平
报告和海南省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论坛还对海南省大数据开发应用条例、海
南省公共信息资源安全管理办法和海南省信息化
项目可研编制规范进行解读，为海南省信息化领
域搭建交流经验、分享成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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