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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探索创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机制

本报保城9月7日电（见习记者高懿 记者
梁君穷）近年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坚持把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引
导农户参与、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等模式，积极探
索创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机制，进一步补齐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短板，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据了解，2016年以来，保亭逐步开展全县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今年6月起，保亭结合实
际，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按区域划分，分别由
3家专业的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建立
各自片区的运营管理体系，进一步避免了技术力
量达不到而造成管道堵塞和管理不到位的情况，
实现项目建设、验收、运营无缝衔接。

截至今年7月，保亭已开工建设涉及261个
自然村或连队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工195个，
并投入运行。项目施工方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
跟运营方办理移交手续，目前所有的设备已调试
运行正常。

下一步，保亭将继续探索创新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机制，进一步补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短板，确
保到2020年底实现行政村（含农林场场队）污水
处理设施覆盖率显著提升，村庄内污水横流、乱排
乱放现象基本消除，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 高懿
通讯员 何莉雅

塔吊运转、运输车来回运送材料、
100多名工人奋力施工……9月7日
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中医院建设项目现场看到一派
忙碌的场景。“年初，项目进度受疫情
影响较大，但经过多举措抢工期，项目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5%，目前正在进
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现场负责人庄
松锋介绍。

医疗康养产业是保亭未来产业布
局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医院的建设可以
补齐产业布局的硬件短板。保亭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医院项目建成后
将提供约300个床位，既填补了该县没
有中医院的空白，也将对保亭发展医疗
康养产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年初遇到疫情，保亭相关部门对我
们进行跟踪服务，提供了许多帮助，一方

面提供许多防疫物资，一方面帮忙联系
本地用工市场，帮助我们尽快恢复正常
施工。”庄松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4·13”以来，保亭抢抓历史机
遇，“点、线、面”结合推进“一城一园两
基地”（国际热带山地旅游城，雨林温
泉谧境、国际养生家园，黎苗文化展示
体验基地、热带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建
设，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
全域旅游示范县。同时，坚持以超常
规举措跑出重点项目“加速度”，多措
并举优化营商环境，争当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实干家”。

“最近我们增加班组人员，抢抓工
期争取早日把这个项目完成。”雅布伦
享水谷共享农庄供水工程项目技术负
责人尧德茂介绍。“包括供水工程在
内，政府完善了道路拓宽、污水处理站
等配套设施，很好地保障了我们项目
的推进和接下来的试运营。”保亭雅布
伦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负责人介绍。

“2020年保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共安排121宗，其中500万元以上项
目117宗，保亭综合福利院和2019年
20个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已完工。”
保亭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保
亭还主动对接服务北大新世纪保亭
国际美食文化城项目、探索（Discov-
ery）旅游度假综合体等社会投资项
目，洽谈对接中健锦绣大地、太平洋
建设等企业，做好项目储备工作。

为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8月31日，保亭召开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座谈会，县委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与全县 30 家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代表座谈，探讨和研究当
前保亭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瓶
颈，谋划共同推动保亭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在会上表
示，保亭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服务意
识，把服务企业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主动回
应企业诉求，着力解决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痛点”“堵点”问题，切实为
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题。保亭

将下大力气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最
大限度压缩审批流程，努力为企业
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保城9月7日电）

“我们深夜到山里埋伏，在凌晨突
袭，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保亭公安局
的孙警官向海南日报记者描述打击保城
镇打南村郑某文恶势力犯罪团伙的过
程，“从山里出来天快亮了，才发现手脚
上不知什么时候被蚊虫咬得满是包。”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之初，保
亭就进行了周密部署，聚焦涉黑涉恶
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进行整治，开展缉枪治爆工作，最
大限度净化社会治安隐患，挤压黑恶
势力滋生空间。”保亭扫黑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

保亭公安局抽调刑侦、禁毒、国
保、交警、派出所等部门精干民警，组
建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较
强的扫黑除恶专业打击队伍，集中优
势力量打击涉黑涉恶。

2010年起，保城镇打南村郑某文
等人以河沙为村集体资源为由，巧立
名目，通过威胁、恐吓、殴打等方式，长
期向在打南河段采砂的企业和个人收
取所谓的“沙场承包金”“集体赞助费”
等，扰乱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

“接到举报线索后，民警立即对线
索进行核查。”保亭县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多次摸排和技术手段侦
查，民警发现了这个以村干部牵头，涉
嫌非法采砂获取暴利的恶势力团伙，
并最终将其抓获。

2019年 12月，保亭县法检两长
同庭审理这起案件。今年6月3日上
午，保亭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郑某文
等10人系恶势力犯罪，被判处十年至
十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保亭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抢
抓工期加快建设

今年底前一期项目
将试运营

本报保城9月7日电（见习记者李梦楠 记者
梁君穷）山路蜿蜒，满目苍翠，远山围着淡淡的雾
色，保亭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庄就“藏”在这一片翠
绿中。日前，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位于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响水镇的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建设
现场，看到100多名工人加紧推进项目建设。

据介绍，保亭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总
规划建设区域为3820亩，总建筑用地面积149.69
亩，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一期项目投资约1.3亿
元。项目将按照不同资源主体分为溪谷养生区、
田园康养区、山水康养区和综合服务区四大片区，
项目将以山水资源为依托，主打康养旅游产业，并
发展水养生、山林养生、田园养生、户外运动、农事
体验、度假休闲等多种休闲功能产品，激活生态、
农业资源的多元价值。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
70%。

这个“藏”在大山中的共享农庄将如何吸引游
客，带动村民共同发展？“我们总公司在其他省份
运营康养产业已有多年的经验，拥有稳定的客户
群体，这里气候适宜、生态环境好，正好与其他省
份业务形成冬夏互补。”保亭享水谷共享农庄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勇表示，此外，政府加宽了
通往农庄的公路，不久后山海高速也将经过响水
镇，将进一步便利这里的交通。

“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村民安置区，未来南春
经济场的50多户村民将无偿入住，那边地势稍高的
地方，是康养民宿区，将有8栋196个房间供游客居
住。”肖勇边走边介绍。

“除无偿获得安置房外，项目运营前期，村民
一年可获得每亩1500元的土地建设用地费用及
2800元的青苗补贴；项目运营后，可获取20%收
益分红。”响水镇镇长黄莹莹介绍，为更好地帮助
项目发展和服务民生，政府还在当地建设了享水
谷共享农庄供水工程和污水处理站。

“预计今年年底，我们将完成村民安置房的建
设工程，同时我们计划今年年底前实现康养民宿
区一区的试运营。这样村民住上新房，部分村民
还能在农庄实现就业，大家劲往一处使，农庄才能
更好发展。”肖勇说。

保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不停步”发展“加速度”

保亭实施
槟榔病虫害综合防控项目
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保城9月7日电（记者梁君穷 见习记
者高懿）为做好槟榔黄化病症状的防控工作，近
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实施槟榔病虫害综合防
控项目，依靠科研机构技术力量，指导农户掌握和
提高防控技术水平，推动槟榔种植产业可持续发
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几年我家的槟榔出现黄化病症状，产量下
降，收入也少了。”9月7日，响水镇大本村村民黄
昌洪说，今年政府实施槟榔病虫害综合防控项目，
技术员操作无人机帮助喷洒槟榔病虫害药物，让
他看到了增收的希望。

据了解，保亭槟榔种植面积达10.4万亩，目
前全县发病槟榔面积约2万亩，发病率达20％。
对此，保亭今年从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安排380
万元，启动实施2020年槟榔病虫害综合防控项
目，范围包括响水镇、新政镇和三道镇的槟榔园，
其中优先防控集中连片和贫困户的槟榔园，实施
面积2000亩，覆盖周边面积5000亩以上。

此外，保亭农业服务中心还将采取技术培训、
现场观摩、发放农业化肥等措施，指导农户掌握和
提高防控技术水平，增强槟榔树对不良因素的抵
抗能力，提高槟榔单产及品质。

“约会”红毛丹

近日，2020 保亭乡村旅
游红毛丹采摘季活动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隆滨休闲农
庄启动。

此次活动推出5条乡村旅
游线路，还分别通过红毛丹采
摘、红毛丹采摘精品旅游线路
推介、抖音直播、图片云直播
等活动形式，进一步扩大保亭
农特产品、美食、旅游等产业
宣传力度。图为游客在采摘
红毛丹。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图/文

9月3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院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目前正进行主体
结构施工。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图/文

保亭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打破“保护伞”织密“平安网”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 高懿
通讯员 何莉雅

“我感觉保亭的治安环
境很好，没听说过什么偷抢
盗的事情，晚上出来散步也
都很放心。”近日，家住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庄
园豪都的“候鸟”老人郑其
芳为当地治安环境点赞。

这是老百姓对近年来
保亭治安环境明显好转的
真切感受。随着涉恶团伙
被抓获，“保护伞”应声而
倒，当地社会治安环境明
显改善，人民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提升……这是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保亭强化依法打击、抓防
兼顾、深挖彻查黑恶势力
“保护伞”的一个缩影。

“保亭人口相对其他市县较少，分
布也没有那么密集，滋生黑恶势力的经
济活动也相对没有那么活跃。”保亭扫
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保亭打击的主要是恶势力
团伙。从2016年至2019年，保亭刑事
案件发案数量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减少
了近30%。

“2016年，我们了解到未成年人

郑某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并时常纠集
同龄人在街头巷尾游荡，具备了一定
的组织性。我们当时判断，如果任由
其发展可能成为涉黑涉恶团伙。”保亭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壮介
绍，这几年来民警都与郑某保持联系，
持续对他进行思想教育，纠正他的违
法行为，引导他回归正途。

同时，为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激发人民群众投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积极性，保亭针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不同阶段特点，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宣
传内容，以微信群、拉横幅、树广告牌、
张贴公告、分发宣传单等方式，形成了
线上线下全面覆盖的宣传格局。

保亭县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保亭将对现有线索、在侦、在办案
件、脱逃人员等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建

账，着力推动举报线索清零、黑恶积案
清零目标逃犯清零，做到“打伞破网”跟
进、“审查起诉”跟进、“审理判决”跟进、

“第二战场”（监狱、监所思刑人员）跟
进、“行业治理”跟进。彻底铲除歪风邪
气滋生的土壤，形成长效机制，不断增
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本报保城9月7日电）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保亭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坚
持问题导向，加强与公安、法院配合，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保亭检察院
检察长闫宇辉介绍，同时该院持续开
展“涉黑涉恶人员追逃”“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三个专项行动，以达到深
挖彻查、连根拔起的效果。

此外，保亭检察院开展“蓝深行
动”，深入走访派出所、村委会、企业等，
查找涉黑涉恶案件立案线索，立案监督
15件，发现涉恶线索4件，并将线索移
交给保亭县扫黑办和公安局。同时，该
院深入开展回头看工作，加强涉黑涉恶
人员追逃工作，对3年以来涉黑涉恶案
件数据逐案逐人予以核实，重新审查所

办理的案件是否有漏罪漏犯尚未到案
的，如有立即督促公安机关加快追逃。

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基层社会治
理，是保亭防治黑恶势力滋生的有效
手段。“保亭充分发挥县乡镇各级综治
中心、网格服务管理中心、派出所、司
法所等部门作用，推动建立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新机制，铲

除滋生黑恶势力土壤。”保亭县委政法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 4月，县委政法委牵头
组成联合整治组，以破获加茂镇某两
个恶势力团伙为契机，对两个村委会
社会综合治理进行联合整治，带动加
茂镇、保城镇整体综治水平提升，实现
了“打击一批，治理一片”的目标。

周密部署 | 重拳严打护平安

深挖彻查 | 连根拔起“恶势力”

打早打小 | 治乱清源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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