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福橙上市

近日，在澄迈县金江镇大
美村内的海南七彩龙地休闲
产业有限公司福橙基地，工作
人员在采摘福橙。

目前，澄迈福橙已上市。
从去年开始，澄迈对采收的福
橙进行智能化、自动化分级，
进一步做优品质，打响品牌，
提升福橙产业效益。据了解，
今年福橙行情乐观，目前每斤
12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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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家庭亲子阅读
公益讲座开讲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于亚楠）为进一步
深化澄迈县“书香飘万家”家庭亲子阅读活动，推
动“家家幸福安康工程”落实落地，指导县内家庭
更好地开展亲子阅读，近日，澄迈县首场系列家庭
亲子阅读指导公益讲座《早期阅读，开启孩子的智
慧人生》在老城第二幼儿园开讲。

课上，讲师苏菀菀现场邀请家长们一同阅读，
让其在实践中领会阅读的技巧和方法。同时还为
家长们详细讲解阅读绘本的选择标准、阅读空间的
打造原则、对不同年龄段孩子采取的不同阅读方式
等家庭亲子阅读相关知识。家长们纷纷表示，讲座
内容专业翔实、授课风格形象有趣，受益匪浅。

“亲子阅读从家长抓起，希望家长们能从中得
到启发，进而影响到更多的孩子。”澄迈县妇女联
合会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此次公益讲座由澄
迈县妇女联合会、澄迈县教育局、澄迈县社区教育
学院联合主办，亿童教育装备研究院协办，接下
来，还将在澄迈县瑞溪镇、永发镇、加乐镇等地举
办5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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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都已安装污水收集管，实现
了随排放、随净化、随处理的效果，
群众生活环境得到了质的提高。
大丰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天对记者
说：“村民随意排放污水的习惯改
变了，村里环境也得到了优化。”

据了解，自实施农村污水处理
项目以来，澄迈县水务局集中对全
县87个行政村301个自然村进行
深入勘察调查，逐渐探索出适合群
众生活习惯的治理方案，取得了良
好效果。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378套，行政
村覆盖率为49%。

不仅如此，为推动城乡污水治
理有效衔接，该县已建成12个建
制镇（及金安筹备组）污水处理厂，
完成全县污水管网建设607.2 公
里，建制镇污水处理规模达到9.5
万吨/天，实现澄迈县建制镇污水
处理设施全覆盖。同时将城镇周
边1公里范围内具备条件的农村
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

然而，推广实施农村污水处理
项目并非一帆风顺，“坡降角度不
够，容易形成倒灌、管线埋深不够，
井盖会被雨水冲开、村民担心埋设
污水处理管道会破坏道路等都是

遇到的问题。”澄迈县水务局有关
负责人说，“这些细节问题都会影
响群众的实际体验，如果质量关把
不住，伤了一个村民的心，一传十，
十传百，影响的可能就是整个民生
工程的开展。”

该负责人还表示，预计年底可
以实现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覆盖率提高到 50%以上的目
标。在下一步的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中，澄迈县将严格按照相关
标准，因地制宜开展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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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电）

■ 本报记者 高懿

“没想到从申请办理到成功落户
只用了3天时间，现场办理也只用了
半小时。”10月12日，澄迈县引进人
才徐凤丽在该县老城软件园企业服
务超市内的人才服务“单一窗口”人
才落户窗口顺利拿到新户口本后，对
澄迈人才落户的高效服务不停点赞。

在澄迈，像徐凤丽这样体验到
便捷化落户的人还有很多。近年
来，随着省外人才落户澄迈申请数
量增加，办理人才落户手续繁琐、

时限长等制约人才落户的问题日
益突出。

为进一步做好澄迈县人才落户
服务保障工作，结合实际需求，澄迈
县公安局依托澄迈县委组织部，在澄
迈县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增设人才
落户窗口，原先的人才落户审批程序
由四级审批简化为简单的三级审批，
同时还将审批时限由原来的15个工
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

“看到海南正稳步推进自贸港建
设，感到正是来海南发展的好时机。”
来自辽宁的张磊今年9月来到澄迈

县微城未来教育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他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对于落户澄
迈，他直言选择很正确。张磊说，此
前自己在网上提交有关材料时，出现
信息填写不准确的情况，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与他取得联系，细心地为他讲
解重新提交的流程，并为他预约好办
理时间。

来自河北的王华是受益于人才
落户网办便捷流程的引进人才之一，
在决定来海南定居就业后，他便通过

“智慧澄迈”App 申请办理人才落
户，很快收到了邮寄的准迁证。

“拿到准迁证后我在老家办理
了户口迁出，又将相关材料寄到澄
迈，只需跑一趟就可以领到新户口
簿。”王华说，审批通过后，选择“邮寄
办理”，便可以“不见面”办理人才落
户业务，很适合像他这样不方便来回
跑的申请人。

作为澄迈县公安局外派至老城
软件园专门办理人才落户的民警，钟
飞燕见证了澄迈引进人才落户政策
的变化。

“最初人才办理落户手续繁琐，
耗时较长。”钟飞燕说，经过多方协调

努力，现在该窗口不仅办理准迁证，还
开始办理人才落户最后一个落户环
节，即领取户口簿和身份证。人才落
户后如需办理子女入户登记、住址等
非主项业务变更等24项户籍全省通
办业务事项的，也可在该窗口办理。

此外，澄迈县公安局还在金江镇、
老城镇等地试点建设“一门通办”服务
点，多举措实现“自助办”“就近办”。
截至目前，澄迈县公安局共计为1118
名符合人才落户政策的申请人办理落
户申请。

（本报金江10月14日电）

澄迈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增设人才落户窗口，审批时限缩短为3个工作日

审批流程再优化 人才落户更迅捷

澄迈创新金融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对接会召开

发挥金融作用
服务乡村振兴

本报金江10月14日电（记者高懿）为充分
发挥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助力作用，10月12
日，澄迈县创新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对接会在
老城经济开发区召开。

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围绕澄迈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创新示范区建设提出意见建议。澄迈县委主
要负责人表示，金融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希望省银保监会、各金融机构加大对澄迈的支持
力度，统筹发力、创新发展，优化服务渠道，化解农
村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助力澄迈乡村振兴发展；
县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主动与省金融企业对接，
加强沟通联系，探索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新
做法，全力推动澄迈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新示范
区创建。

据了解，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建设
工作是银保监系统为探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的有效途径，通过打造层次分明、服务完善、
经验有效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模板，助力构
建农业农村提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
新格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澄迈检察：

一纸建议推动
“三无”玩具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高懿）日前，澄迈县人民检察院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积极探索未检+公
益诉讼办案模式，促进校园周边环境净化，构筑校
园安全防护网取得新成效。

今年7月，澄迈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
发现，相关职能部门不依法履行澄迈县金江镇人
民中路某玩具店存在违规销售无中文标识玩具的
违法行为监管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经查明发现，位于人民中路的某玩具店销售
的某款儿童拼装玩具、组合玩具包装盒上无中文
标识，且无3C合格认证标志；未在显著地方标注
警示文字。上述玩具均为小零件型号的拼装型玩
具，在玩耍过程中容易被三岁以下儿童误吞食，给
儿童身心健康造成潜在威胁，社会公共利益持续
处于被侵害状态。

针对履职中发现的问题，该院于今年7月20
日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督促其积极履行监管职责，依法守护社会
公共利益。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相关职能部门高
度重视，7月26日前，对金江镇人民路某玩具店
进行核实检查后，依法对存在销售无产品质量检
验合格证明及无中文标明成份的某玩具店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并组织各市场监督部门对辖区内
销售玩具的主体进行检查，截至目前，相关职能部
门共出动执法人员52人次，执法车辆26车次，发
现存在以上违法行为的玩具店9家，已全部责令
改正。

澄迈开展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记者高懿）澄迈县“2021年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10月11日在该县金江千秋
广场开展。

本次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
靠人民”。活动通过展板展示、电视滚动播放、现
场解说、设置网络安全游戏等形式向广大群众普
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抵制网络谣言、
防范电信诈骗等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广大群众网
络安全防范意识。活动现场，不少群众还通过扫
码关注“澄迈宣传”“澄迈新闻”微信公众号获得精
美礼品，提升学习、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的热情。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
办）主办，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海
南分中心协办。为期一周的活动将举办“网络安
全进校园”活动、“网络安全进园区”活动、网络安
全知识专题培训等活动。通过网络安全现场体验
互动、网络安全宣传打卡和网络技术体验等环节，
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学生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常识。

“早些年，这里还是条臭沟渠，污水随意排放，下雨时一不小心就会踩一脚臭水。”
10月11日，在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居前进队，村民王大海指着村里60多平方米的美人
蕉人工湿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去年村里建了污水处理体系，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
也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

红光居前进队污水治理工程是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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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处理站等治理技术和方式，补齐生活污水治理短板，推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过去，由于红光居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不到位、村民保护环境意识
不强，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汇集到
村道、家门前、沟渠等地，日积月累
形成了黑臭水体。

“红光居是澄迈县一处较为典
型的生态敏感区域，前临国道，后接
农田、林地的灌溉用水沟渠。”10月
11日，澄迈县水务局工作人员舒天
野一边检查美人蕉的生长情况，一
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为推进农村
污水治理，2019年底，澄迈县水务
局入村治理，不仅清除沟渠淤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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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也变为村庄一景。
今年4月，澄迈县水务局将澄

迈存量农村污水治理工程运营工作
委托给海南亿昌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你看，脏兮兮的水流进去，清亮
亮的水流出来。”海南亿昌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波扭开人造湿地
旁的井盖向记者展示，只见池内水
的浊度降低，最后排出的水几乎看
不到杂质，闻起来也没有异味。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的原
理，是通过人工建造和控制运行类
似沼泽地的地面，将污水有控制地
投配到湿地上，使污水在湿地土壤
缝隙和表面沿一定方向流动的过

程中，利用土壤、人工介质、植物、微
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同作
用，对污水进行处理。”澄迈县水务
局技术人员吴翔向记者解释，生活
污水经厌氧池发酵，有机物被分解
成二氧化碳和水，含氮、氨的水体腐
殖质等进入湿地后，被根系发达的
美人蕉过滤，一套流程走下来，浑水
变清水，“这一模式无须动力介入，
运维费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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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海
点赞称道。

与红光居前进队不同，澄迈
县大丰镇大丰村采用地埋一体
化污水处理站解决农村污水难
题，将污水处理设施融入乡村美
景中。

“污水处理站在哪儿？”“瞧，这
个就是。”顺着舒天野手指的方向，
记者看到一片草坪上，中间矗立着
一个小箱子，空气中没有闻到异味。

原来，藏在草坪下面的是地埋
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据介绍，
这个体积216立方米的“大胃王”，
承担着处理大丰村110户村民生

活污水的任务，日均处理生活污水
30吨。

“要不是经常看到巡查人员检
查井盖和打捞杂物，根本都看不出
这里是污水处理站。”大丰村村民
王海生对记者说。

据污水处理站负责人徐峰介
绍，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也
叫全自动智能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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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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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污水直接排入农田、池塘及道路
等，且该村集体空闲土地少，采用
占地面积小的处理设备是最理想
的解决方式。

生态疗法 微湿地改变大环境

因地制宜 地下“大胃王”让污水有了“归宿”

稳步开展 推进民生工程全覆盖

目前

澄迈县已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378套

行政村覆盖率为49%
推动城乡污水治理有效衔接

该县已建成12个建制镇（及金安筹备组）污水处理厂

完成全县污水管网建设607.2公里

建制镇污水处理规模达到9.5万吨/天

制图/杨千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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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居前进
队美人蕉人工湿地。

⬆在澄迈县大丰镇大丰村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巡查
地埋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运行状况。

污水经过
处理后变得清
澈透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