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英区龙头村临时收纳点
地址：秀英区龙头村上村茗顺修理厂附近

秀英区石山镇临时收纳点
地址：秀英区石山镇荣烈山附近

龙华区观澜湖南片区临时收纳点
地址：龙华区羊山大道昌茂村附近

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临时收纳点
地址：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智海搅拌站附近）

琼山区儒传村临时收纳点
地址：琼山区琼山大道儒传村路口内进3公里大华海绵实业有限公司附近

美兰区灵山临时收纳点
地址：美兰区美庄路安捷驾校附近

美兰区灵桂路临时收纳点
地址：美兰区桂林洋大道互通与灵桂路交叉口（海文高速入口处）

7个建筑垃圾临时收纳点

垃圾处置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日前，海口
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公示了海口
7个建筑垃圾临时收纳点信息。

根据海口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

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须倾
倒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
口市各建筑垃圾产生单位及个人可
将所产生的建筑垃圾自行运至就近
临时收纳点。

海口公布7个建筑垃圾临时收纳点

制图/杨千懿

本报抱由8月29日电 （记者张
期望）8月19日，本报报道《居民被臭
水包围了一年半》刊发后，引起了海南
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高度重视，立
即请来专业人员到乐东抱伦居抱安小
区查看情况，商讨解决办法。通过专
业设备抽取运走化粪池的污水后，8
月25日，乐东四发环卫公司利用管道
疏通设备疏通该排污管道的堵点。

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抱伦职工安置区为2012年建
设小区，房屋已经过了质保期。2013
年，原乐光农场依据原海南农垦总局职
工住房管理办法将该小区房屋转让给职
工群众，社会性事务由抱伦居委会管

理。目前，该小区无物业管理公司，由小
区居民自行管理。排污管道堵塞后，小
区3号楼二楼以上住户不愿意出钱进行
维修，导致维修工作进展缓慢。

报道刊发后，荣光农场有限公司党
委高度重视，将报道转发至公司高管微
信群进行通告，要求相关责任人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转变作风，本着为民办实
事的态度解决居民当前难题。报道刊
发当天下午，荣光农场有限公司相关领
导前往抱安小区实地调查，并召开座谈
会，与住户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

通过专业人员调查核实，发现引
发该小区3号楼生活污水排放不畅是
下水道沉沙池堵塞所致。

在专业人员的努力下，化粪池的
污水被抽取运走。荣光农场有限公司
还请求乐东四发环卫公司给予支持，

利用管道疏通设备于8月25日打通
排污管道的堵点。

问题解决后，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

限公司要求旗下抱伦工作站（基地）与
抱伦居委会、小区业主等协商，制订相
关物业管理措施，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本报《居民被臭水包围了一年半》报道引乐东相关单位重视

臭水被运走 堵点已疏通
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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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 8 月 29 日电 （记者肖开刚

陈彬）近日，文昌市潭牛镇二公堆村亭桥
下村民小组一村民向海南日报记者反映
称，该村一些养猪场长期将污水排放到农
田里，造成了严重污染，导致上百亩农田
抛荒。

8 月 25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该村这片农田附近约有5家养猪场，养殖
上百头猪，每家养猪场都建有露天的污水蓄
水池，无污水直排情况。但在养猪场与农田
交界处有一条水沟，水沟中苍蝇乱飞，附近
臭气熏人，一旁的部分农田里堆积着厚厚的
黑色污泥，最深处约50公分。

“这些养猪场地势较高，污水池里的污
水经常漫出到附近农田。”村民陈文富说，猪
场养殖户大多是附近村子的村民，十多年前
就开始在这里养猪。

为了阻隔污水流入农田，今年，村民在
此开挖了这条水沟。“但是如果遇到大雨天
气，一旦养猪场的污水蓄水池抽运不及时，
污水同样会流到农田里，甚至会流向不远处
地势较低的文教河（白溪）。”亭桥下村村民
小组组长陈玉冠略显无奈地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距离文教河（白溪）最近的一间猪舍仅
百余米。

“如果不挖这条沟，受污染农田的面积
会更大。”陈玉冠说。

对于该村村民反映的问题，养猪场养殖
户符史宁并不认同。符史宁称，养猪场的排
污系统是根据农业部门要求建设的，不存在
直接排污的情况。猪场的粪污首先会排到
一个 24 立方米的沼气池中，经处理后沼渣、
沼液分离，沼液流到露天蓄水池里，养殖户
会定期把池里的水沼液抽走，用于给槟榔等
农作物施肥。

对于村民与养殖户之间的争议，潭牛
镇镇长吴乾壁曾多次到现场调解。吴乾
壁表示，镇里近日还组织了环保、农业和
综合执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实地调查，发
现这些养殖场不在禁养区内，粪污系统也
是根据农业部门的要求建设，只是实际运
行中确实存在沼液未及时抽运、雨污未分
流、污水流到农田等情况。但
是附近上百亩农田大面积
抛荒，主因不是养猪场
污水溢出造成，而
是农田种植效益
差 ，村 民 都 外
出务工无人耕
种所致。

“目前我
们正在督促
养殖户整改，
真正做到雨
污分流并及时
清 运 沼 液 尾
水，避免以后再
对 农 田 造 成 污
染。”吴乾壁说。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张波）为大力培养高校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8月29日，“玩赚会员购”第八届海
口市大学生创业营销大赛在海口启动。

据了解，本届大赛将从8月持续
至12月，分为启动仪式、发动报名、赛
前培训、企业培训、初赛筛选、分赛区

决赛、综合培训、营销精英赛、终极培
训、总决赛等10个阶段。在海南大
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等11
所院校设立分赛区。凡进入总决赛的
参赛选手，均由主办单位颁发“百强选
手”证书，参加总决赛、表现优秀的大
学生还将获得与明星企业签订意向性
就业协议和创业系统指导的机会。

第八届海口大学生创业营销大赛启动

培养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产教融合

本报讯 （记者叶媛媛）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教育局获悉，该
县今年新建5所公办幼儿园，增加学
位1080个，预计今年秋季学期投入
使用。

5所新建公办幼儿园分别为：定
城镇仙沟幼儿园、定城镇西岸幼儿园、
定城镇洁秀幼儿园、黄竹镇第二幼儿
园、雷鸣镇同仁幼儿园。其中，仙沟幼
儿园位于定城镇仙屯墟仙屯路东侧，
该园由琼台师范学院、定安县教育局
合作共建，预计新增学位360个；西岸
幼儿园位于定城镇西岸村，总建筑面
积1773.24平方米，新增学位180个；
洁秀幼儿园位于定城镇洁秀村，总建

筑面积1772.48平方米，新增学位180
个；黄竹镇第二幼儿园位于黄竹镇中
心学校校园内，新增学位180个；雷鸣
镇同仁幼儿园位于该镇同仁村，新增
学位180个。

定安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定安将继续创新幼儿园
办学模式，通过鼓励公办幼儿园推
行集团化管理、现有优质幼儿园托
管新开园幼儿园等方式，发挥优质
幼儿园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逐
步办成园舍设施达标、教师素质专
业、管理行为规范、保教质量优化的
标准化幼儿园，促进全县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

定安今年新建5所公办幼儿园
增加学位1080个，预计今秋投用

教育资讯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记者徐
慧玲）三亚加快构建新能源充电桩网
络建设。8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三亚交投集团获悉，该集团今年已建
成充电枪269把，其中已完成通电并
运营充电枪为149把。

三亚交投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三亚正积极推动全市充电基础
设施配套的建设和完善，力促城区充
电桩更密集，覆盖范围更广，实现“即
插即充、无感支付”功能，为新能源汽
车车主提供更加便利的充电服务。截
至8月20日，本年度三亚交投集团已
建成充电枪269把，其中完成通电并

运营充电枪有149把，通电运营充电
枪已完成年度计划的78%。

其中，三亚“5+1”充（换）电站项
目已完成134把充电枪的建设工作，
74把充电枪已投入运营，近期正在
加快办理剩余充电桩调试及试运营
工作。三亚动车站站前广场项目已
完成75把充电枪的建设工作，并已
全部通电运营。三亚智慧停车场项
目已于今年 5月进场施工，目前已
完成 60 把充电枪的通电工作，近
期，三亚交投集团正在加快调试及
试运营，争取于本年度完成剩余充
电桩的建设工作。

加快推进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三亚今年已建成269把充电枪

充电服务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记者邓海
宁 邱肖帅）8月29日，海口市碧海大道
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其中一
辆白色轿车撞断护栏，坠入甸昆沟，车上
两名大人和一名婴儿被困。事发后，数
名热心群众和另一辆车的司机联手把3

名落水者及时救上来。获救司机事后向
媒体求助，希望能找到那位跳水施救的
好心大哥，向他当面致谢。

据落水轿车司机韩女士回忆，当时
她驾车带着婆婆和10个月大的孩子从
美丽沙小区往世纪大桥方向行驶，在经
过事发路段时，一辆白色轿车从车辆右
侧撞了过来。当时由于撞击力度太大，
她只顾着抓紧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没

有来得及刹车，随后车子冲入甸昆沟。
车辆落水后，由于打不开车门，韩女

士立即打开车窗，坐在后座的韩女士婆婆
也迅速将婴儿座椅上的孩子举起。韩女
士爬出车后向岸边的群众求救，一位好心
大哥和另一辆事故车辆的司机先后跳入
沟里，与岸上的群众合力先将孩子救上
岸，随后，韩女士和其婆婆也被救起。

“不到10分钟，车身就被淹没了，幸好

及时获救。我想找到当时那位跳入沟里
救我的大哥，当面感谢他。也希望通过媒
体感谢当时挺身而出帮助我们的好心群
众。”韩女士说，获救后因为孩子受到惊吓
一直哭喊，一家人只顾着照看孩子去医院
检查，没来得及感谢好心人和热心群众。

据悉，韩女士一家3人在医院进行
检查后现已回家，事故原因交警正在调
查中。

海口一轿车被撞坠入甸昆沟，2成人1婴儿被救起，获救者寻人——

跳水施救的好心大哥，你在哪？

8月19日，本报刊发报道《居民被臭水包围了一年半》。（版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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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污水流入农田，村民穿雨靴才能下地。

❷养猪产生的粪水在农田里结块。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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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万宁中学2021年秋季高一新生军训正式启动。校园内，新生
们喊着嘹亮的口号，踏着整齐又坚定的步伐，迎接新学期“第一课”。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杨师忠 文/图

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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