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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为绿水青山
竖起监督执纪“警示牌”

本报金江10月29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肖虹）“落实情况如何？存在什么问题”……近
日，澄迈县纪委监委第一环保督查组召集澄迈县
资规局、县林业局、县综合执法局、桥头镇政府等
单位会商研究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落实等工作，通
过监督持续压实主体责任，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

今年，澄迈县纪委监委立足纪检监察职责定
位，围绕全县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重点问题，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深挖损害生态环境背后的腐败和失
职失责行为，严肃查处问责相关违规违纪问题，推
动各有关单位积极履行生态环保责任。

针对中央第一轮、第二轮环保督察和国家海
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先后派出9个监
督检查组，重点盯住整改不力、表面整改、假装整
改、敷衍整改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问题
清单、问责清单倒逼责任落实。监督检查组发现
9类24个问题，对4名责任人进行约谈；对省生态
环保百日大督察反馈的45个问题逐条过筛，围绕
整改进度慢、群众反映强烈和舆情聚焦等问题，派
出2个监督检查组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政治
责任，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派出2个巡察组对河
（湖）长制成员单位和承担打违控违工作属地责任
的乡镇级职能部门开展专项巡察，共受理群众信
访28件，发现问题55个，发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
线索8件16人。同时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有力震
慑，今年，澄迈县共查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7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次。

“我们将继续通过书面报告、电话督办、约谈
提醒、抽查回访等方式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定期
跟踪，推动主体责任落实，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到
位。”澄迈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澄迈通过人工湿地、一体化处理站、城镇污水处理厂补齐农村污水治理短板

治污有妙招 乡村换新颜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池中，碧波荡漾，喷
泉翻涌；水岸，再力花、
睡莲花争相开放，争奇
斗艳……10 月 27 日下
午，在澄迈金江镇文头
山村，村民王业京吃过
晚饭后，沿着人工湿地
散步，欣赏风景。

“谁能想到，几年前
这里还是污水靠蒸发、垃
圾靠风刮的光景，自从建
了人工湿地治污水，变化
翻天覆地，还改变了大家
的生活方式。”看着眼前
一树一花，一草一木，王
业京感慨良多。

文头山村污水治理
工程是澄迈开展农村污
水处理及收集管网工程
的一个范例。自 2018
年开始，澄迈集中开展农
村污水处理及收集管网
建设，采用人工湿地、一
体化处理站及并网纳入
城镇污水处理厂等治理
技术和方式，因地制宜，
补齐生活污水治理这一
短板，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村民生活品质全面改
善。截至目前，澄迈已完
成46个行政村87个自
然村污水处理项目，预计
到今年年底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将达
到30%以上。

澄迈那板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鼓励村民发展槟榔产业，产值突破千万元

槟榔树上结出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20多亩槟榔，产量4万斤，比去
年增长1倍。”“小陈家也不赖，1000
株挂果树，卖了30万元，还种出了棵
槟榔王。”……近日，在澄迈县老城镇
那板村槟榔咖啡园，村民吴纪俊、陈
志名、吴长明等几个槟榔种植户相邀
聚在一起，喝咖啡，分享槟榔丰收的
喜悦。

今年，那板村下辖的美文、玉旺、
那板3个自然村，槟榔喜获大丰收，产
值达到1000多万元，人均增收1万多
元。“上半年雨水少，按惯例槟榔收成
肯定不佳，不过今年家家户户都有槟
榔果卖，少不了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功
劳。”吴纪俊感激地说。

那板村一带有30多年种植槟榔
的历史，3 个自然村槟榔挂果面积
1700多亩，全村1700多人，几乎家家
户户都种有槟榔。去年2月，以洪宗
文为队长的乡村振兴工作队到达那板
村之后，对自然村逐一走访，摸清村民

发展需求，了解村庄短板。乡村振兴
工作队发现，虽然那板村种植槟榔时
间长，产业兴旺，但村民种植思维传统
滞后，依旧是抱着“靠天吃饭”的心态，
一旦遭遇旱季，整个村槟榔产业就遭
受打击。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已经出
现怠懒，疏于管理的行为。

掌握这一情况后，乡村振兴工作
队一边鼓励村民利用闲置土地，继续
扩大槟榔种植，壮大那板村特色产
业。自去年以来，那板村委会下辖的
3个自然村新增槟榔林超过1000亩；
另一边工作队调动群众积极性，发动
群众挖深水井或积极寻水灌溉，在旱
季枯水期保树增产。

原来，那板村槟榔种植呈南北走
向，背部靠近老城镇的道兴水库，一些
种植户通过水泵引水给槟榔林“解
渴”，但是南部片区的槟榔树则处于

“看得见水，用不上水”的“干渴”状
态。吴纪俊种植的30多亩槟榔就常
年缺水。去年，吴纪俊退休后，一直考
虑打一口深水井，建一座蓄水池，但是

担心申报手续问题，迟迟未动工。
了解到吴纪俊的顾虑后，那板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积极协调水电、土地
规划部门，帮助完成相关审批，以及水
电供应。赶在槟榔树开花前，吴纪俊
的一口百米深水井就发挥了作用，灌
溉面积达到20多亩，瓜果4万斤，较
往年产量增加一倍。

今年4月，正值槟榔开花期，乡村
振兴工作队了解到琼海等市县出现槟
榔黄化病和椰心叶甲病虫害。而一旦
槟榔染上这些病虫害，将颗粒无收。
为防患于未然，那板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立即把海南省农技专家请到村中，
为村民培训槟榔栽培和管理、病虫害
防治相关知识技术。

“今年槟榔收入就有140多万，买
了一部小轿车和一辆三轮车，还把3
层楼房装修了。”说起槟榔收成，村民
吴长明十分高兴。他说，通过参加槟
榔技术培训，已经与省技术专家建立
了长期联系，如今自己培育槟榔苗，计
划明年再扩种10亩槟榔。

“槟榔种植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
来源，也成为那板村振兴的又一大支
柱产业，在今后势必将继续做大做强，

引领村民奔小康。”那板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员洪宗文说。

（本报金江10月29日电）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三期扩建项目年底投产发电
建成后将日处理垃圾4200吨

本报金江10月29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王咸瑜）日前，记者来到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三期扩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这里机器轰鸣，
建筑工人们正挥汗如雨，紧张有序地施工作业，一
派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

“1200多人在这里日夜奋战，大批设备材料
都及时到达现场，现场施工机械也能满足整个工
程进度的要求，确保项目年底实现投产发电。”中
电海口二期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景芳介
绍，该项目动工建设以来，项目公司与总包单位加
强沟通，科学组织，优化工期，加大投入，合理调配
人力资源，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截至目前，累
计完成土建工作量的75%，完成安装总体工程量
的50%。

据了解，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
建项目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现有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南侧），建设规模为3台日
处理垃圾600吨的焚烧炉、2台20兆瓦汽轮发电
机。项目建成后，总处理规模将达到日处理4200
吨垃圾。

发挥琼籍社团优势
参与自贸港建设
广东省海南联谊会会员企业
投资考察团到澄迈考察

本报金江10月29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林思敏）10月27日，广东省海南联谊会会员企业
投资考察团一行人到海南生态软件园考察并座谈。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海南生态软件园综合展示
中心、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海南生态软件园孵
化楼、企业服务超市等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园区
建设发展历程和企业入驻发展情况。

座谈会上，考察团团长介绍了此次考察目的
以及需求，围绕投资政策、环境、招商项目意向等
情况与海南生态软件园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探
讨。考察团表示，通过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到了海
南生态软件园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
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与澄迈的合作，发挥琼籍社团优势参与自
贸港建设，共享共赢重大国家战略历史机遇，争取
达成合作共识，实现互利共赢。

澄迈举办
“一镇一演”广场舞展演

本报金江10月29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澄迈县2020年“一镇一演”广场舞展演活
动（北片区）近日在福山咖啡风情小镇广场举行。

当晚，在开场舞《HAPPY自贸港》中拉开序
幕，来自福山镇、桥头镇、老城镇的14支广场舞代
表队伍盛装打扮，载歌载舞，《再唱洪湖水》《看山
看水看中国》《多嘎多耶》《肖花旦》《映山红》等舞
蹈节目依次登场，或节奏明快，或优美舒缓，为广
大群众呈现了一台精彩纷呈的舞蹈盛宴。

当晚，福山镇福山社区魅力舞蹈、福山镇红光
中心学校舞蹈队、福山镇红光居舞蹈队分别获得
北片区一二三名，并获得参加总决赛的资格。

据了解，为深入开展“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澄迈县旅文局以投身自
贸港建设、共创美好新海南为主题，通过广场舞的
形式讴歌新时代，展现基层群众参与自贸港建设
的自豪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
造浓烈的文化氛围。活动分东、南、西、北4个片
区举行。

过去，文头山村村民环境意识
不强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到位，
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汇集到村边池塘
中，日积月累形成了黑臭水体。

“现在好了，处理后的污水变废为
宝，不仅可以灌溉农作物，还可用于人
工湿地景观，一举多得，造福村民。”王
业京说，2016年底，澄迈生态环境部门
入村治理黑臭水体，不仅清除了池塘
淤泥，还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设计人工
湿地收集处理污水。如今，黑臭水体
消失了，人工湿地变为村庄一景，成为
村民茶余饭后散步纳凉的好去处。

“看，白色的是导水管，家家户户
的污水通过污水管网集中收集到这
里，经过四级水池沉淀净化处理，可以
达标排放。”在人工湿地，澄迈县生态
环境局工作人员王大福拨开一丛阔叶
植物，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污水处理
工艺。

在污水处理站的管道出口，记者
看到清水“哗哗”流向回水景观池。这
块有“天然污水处理器”之称的人工湿
地，占地4260平方米，被鹅卵石间隔成
4个弧形水池，按照高低、密疏等级，依
次种着再力花、梭鱼草、睡莲等热带植
物。这些植物通过对污染物质进行吸
收、代谢、分解，实现水体净化，生态功
能强大。

“项目设计之初，糅合园林景观绿
化、人工湿地、氧化塘等生态治理技
术，使其成为一体式湿地系统。”王大
福说，人工湿地工艺技术上，结合村庄
环境，因地制宜，利用现有地形条件，
通过生态修复等方式，打造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与美丽乡村旅游、休憩多功
能化的乡村湿地公园，不仅从源头上
治理水源污染的问题，更使之美化村
容村貌。

人工湿地
净污造景

与文头山村不同，澄迈县大丰镇大
丰村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解决农村污
水难题。

“污水处理站在哪儿？”“瞧，这个就
是。”在澄迈县水务局工作人员舒天野的
带领下，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大丰村一体
化污水处理站参观运行情况。顺着舒天
野手指的方向，出现的是一片绿色草坪，
中间矗立着一个小箱子，旁边还有几块
窨井盖。原来，在草坪下面“藏”着的，就
是地埋式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体
积216立方米的“大胃王”，它承担着处
理大丰村334户村民生活污水的任务，
日均处理30吨。

“一般情况下，尾水排放去向决定污
水处理设施的设计工艺、排放标准，要因
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舒天野介
绍，考虑大丰村生活污水直排入农田、池
塘及道路等，且该村集体空闲土地少，因
此采用占地面积小，全自动智能一体化
污水处理设备进行生化处理，将污水变
成清水。

“污水管网接入每户村民庭院、厨
房、卫生间，确保完全收纳生活污水。”大
丰村污水处理及收集管网工程施工人员
周工介绍，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包含流
量调节池、污泥贮藏池、填料流动池、填
料过滤池、处理池、消毒池等。经过污水
管网收集的污水，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中，经过厌氧、沉淀、机械过滤、消毒
等一系列的生化处理后，原先黑臭的污
水就变为汩汩清流，可直接排放至户外。

“一体化污水处理过程实现全智能
自动化，目前正在搭建污水管理平台，不
久后一个网格化管理员，用手机APP就
可监测处理站运行情况。”舒天野说，大
丰村一体化处理站今年9月投入运营，
在内部设备定期更换检修情况下，可以
永久使用，持续造福村民。

一体化处理站
智能清污

并污纳管，建设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是澄迈县处理农村污水的
又一方式。

目前，澄迈县城镇建成并投
入使用污水厂两座，分别是金江
污水厂和老城污水厂。金江污水
处理厂设计每日处理规模 3 万
吨，老城污水厂每日处理规模 5
万吨。澄迈福山镇、仁兴镇、加乐
镇和金安筹备组污水处理工程已
达通水条件，正在通水试运行阶
段。

“瑞溪、文儒、桥头镇等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是澄迈县重
点工作，正在全力推进落实。”澄迈
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
2020年底，澄迈12个建制镇（包含
金安筹备组）污水处理设施将实现
全覆盖。

如今，走在已治理生活污水的
澄迈乡村，随手倾倒的垃圾不见
了，曾经的污水横流不见了，蚊蝇
乱飞的旱厕不见了……如厕难、环
境脏、村容村貌差等农村顽疾一
去不返。

该负责人还表示，澄迈县今年
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涉及64
个行政村，预计到今年年底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将达到30%
以上。在下一步的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中，澄迈将严格按照相关标
准，因地制宜开展建设，并聘请专业
团队来运行和维护，使农村污水处
理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轨道。

（本报金江10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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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工作人员正在澄迈县大丰镇大丰村检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运
行情况。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王家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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