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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飞镖赛收官

海南“镖手”获2金1银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王黎刚）全国

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
运动会飞镖比赛25日上午在陕西渭南举行，海
南残疾人飞镖队表现神勇，夺得2金 1银。其
中，李全胜和冯丽琼分别夺得男女单人听力残疾
站姿组冠军。黄奕湘获得女子单人肢体残疾坐
姿项目亚军。

飞镖比赛采用小组赛和淘汰赛制。在男子单
人听力残疾站姿组比赛中，海南队李全胜以3：0
轻取内蒙古队的乌云毕力格，进入了4强；在半决
赛中，李全胜以3：1力克对手，进入了决赛。李全
胜决赛的对手是北京队的于宏波。两人在前两局
战成2：2。决胜局，李全胜发挥出色，顶住了压
力，战胜对手夺冠。

在女子单人听力残疾站姿组比赛中，海南队
冯丽琼首战3：2险胜队友冯玉连，闯进4强。随
后，冯丽琼3：1力克湖北队谢梦妮，进入了决赛。
在决赛中，冯丽琼以3：0轻取安徽队的张洁，夺得
冠军。

女子单人肢体残疾坐姿项目比赛中，海南
队黄奕湘负于上届冠军河北队的刘甜怡，获得
亚军。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刘
梦晓）草木旺盛、水清花香，排球场、篮
球场、健身场所一应俱全……10月25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市江东新区看
到，有这样一座建筑：地面上是绿色湿
地公园，地下能治理污水、净化废气，这
就是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一
期）项目。据悉，作为全省首个地埋式
水质净化中心，该项目已启动试运营。

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
（一期）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江东大道东
侧、迈雅河畔，主要服务范围北起鲁能
片区，南至新大洲大道，东起琼州海
峡，西至滨江东路，总流域面积26.7
平方公里，近期服务人口近5万。

在项目内，地下一层是操作层，为
设备调控中心和人力检修中心，地下二
层是水处理构筑物和综合管廊。走进

项目现场，混凝土立柱撑起宽敞的地下
空间，大小不一的污水管道整齐排布。
相比传统地上污水处理厂，江东新区地
埋式水质净化中心（一期）无异味、无噪
音，既节约土地，又生态环保，极大降低
了污水处理厂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据介绍，项目采用全地下式施工，
为保持良好的运营环境，降低污水处
理过程中臭气的浓度，项目团队在箱
体内分别设置独立的机械排风及机械
送风系统，防止臭气外溢，箱体内的臭
气经过生物除臭及离子除臭双重系统
处理后，再经由通风塔高空排放，可做
到无异味、无污染。

而进入污水处理流程后，先后将
经过粗格栅筛捞、沉砂池水砂分流、生
物池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及爆气等生
化段处理、二沉池沉淀分流等工艺，最

后进入污水的消毒阶段，并通过清水
池进入巴氏计量槽及出水口排入迈雅
河，出水标准达到地表水环境中的准
Ⅳ类水质标准。

“合格的水排放到我们迈雅河段
里面，还有一部分水作为整个江东新
区的绿化水的供水来源。”江东新区地
埋式水质净化中心（一期）项目技术人
员宁杏芳说。

据悉，该项目自今年6月底开始
调试以来，每日处理水量逐步提升。
目前，已从400吨至600吨/天提升至
3000吨/天至 1万吨/天。该项目已
完成排污许可证审批及办理，已通过
环保验评审，待环保验收结果公示完
成后，即具备申请进入商业运营的条
件。同时，该项目的配套设施地上绿
色湿地公园也在加紧建设中。

我省首座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启动试运营

地下治污 地上养绿

俯瞰正在进行绿化的海口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项目。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临高乐东两地公安部门
举办专题培训班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陈
蔚林）10月24日至26日，临高县公安
局、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在海口举
办“舆情管控及危机处置”暨业务能力
提升专题培训班，引导学员做好新形
势下公安新闻舆论工作，打造一支懂
舆论引导、会舆论应用、善舆论回应的
公安队伍。

本次培训由海南省宣传干部培
训中心承办，以封闭式集中学习的
方式进行，通过专题教学、案例分
析、学习分享交流会等方式，帮助学
员深入学习、全面掌握《如何应对新
闻媒体舆论监督采访报道》《提高网
络新闻舆论导向能力》《公安机关现
场执法安全理念》等课程，充分认
识我省新闻舆论工作及执法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壮大主流
思想舆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作为
工作重心，以闻过则喜的态度接受
舆论监督，善用舆论解决好热点难
点问题。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海南日报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白沙黎族自治县
2021年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获
悉，今年以来，白沙稳步发展热带特色
农业，并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截至目
前，全县橡胶及绿茶、南药等“两个万
亩、六个千亩”特色产业种植面积已达
120万亩，助农持续增收成效明显。

近年来，白沙坚持“稳胶扩茶扩
药创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以橡胶
产业为主导，因地制宜地推进“两个
万亩、六个千亩”热带特色农业，有效
解决部分贫困群众因地处于生态核
心保护区，无法实施规模化种植及养
殖项目的难题，在保护“绿水青山”的
同时，努力打造“金山银山”，让广大

农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生态带
来的实惠。

经统计，白沙橡胶种植面积近
100万亩，白沙“两个万亩”中的茶叶
种植集中在牙叉镇、元门乡、细水乡
等乡镇，南药种植大多分布在牙叉、
青松、细水等乡镇；此外，“六个千亩”
中的红心橙大多种植于七坊镇、荣邦

乡，而山兰稻主要分布在青松乡等。
今年以来，白沙持续发力夯实乡村振
兴产业基础，继续扩大绿茶及南药种
植面积，打响白沙县域农业公用品牌

“白沙良食”品牌影响力，并培育延伸
白沙红心橙、咖啡、百香果、山兰稻等
产业链条，增加产业附加值，确保农
户实现稳定增收。

白沙特色农业种植面积已达120万亩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通讯员 梁昌琪

近年来，东方市三家镇官田村充
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通过“品牌产
业+致富带头人+农户”模式发展林下
养鸡，打造“顺溜鸡”品牌，增加群众收
入，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苏美文是三家镇官田村返乡创

业的大学生，为拓宽官田“顺溜鸡”销
路，提高养殖收益，2019年他联合其
他四名返乡大学生成立了东方扶兴
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起官田村“顺
溜鸡”林下养殖产业，通过品牌包装、
统一回收价和饲养标准等方式，促进
养殖产业的品牌化发展。

“公司把技术教给我们，然后把
鸡苗也配送给我们，饲料都是公司

免费提供，等我们把鸡养好了，公司
过来收购。”三家镇官田村养殖户赵
亮说。

为了让更多的农户尽早走上致
富之路，官田村党支部书记王远平也
带头成立了东方天惠农业开发公司，
通过“品牌产业+致富带头人+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带领村民发展林下
养殖增收致富。

目前官田“顺溜鸡”品牌已经成功
注册，村民只要加入合作社或者公司
就能使用这一品牌。合作社除了提供
技术、鸡苗还兜底代销村民养殖出来
的“顺溜鸡”。接下来，官田村将进一
步扩大养殖规模，加大品牌推广，拓宽
产品销路，让更多村民通过养鸡实现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八所10月25日电）

东方市三家镇官田村发展养鸡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乡间走地鸡“啄”开致富门

文昌一农场施工工地发生塌方

两名工人被埋致一死一伤
本报文城10月25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10月 25日下午，文昌市潭牛镇华
侨农场2名中年男性工人在挖好的几米深沟里
安装排污管，突然发生塌方被掩埋，事故致一死
一伤。

25日14时30分许，文昌市政府、文昌市应急
管理局、潭牛镇委镇政府、华侨农场等领导干部、
辖区派出所民警、消防员、120急救医生以及施工
方正在想方设法营救，使用挖掘机和人工挖开泥
土，施救被掩埋在沟底的2名工人。

现场的营救人员称，当时2名工人正在挖好的
几米深沟里安装排污管，突然发生塌方被掩埋。

经过众人努力挖掘，一名工人露出土面，为避
免给他造成二次伤害，营救人员徒手对他身上的
泥土进行清除。经过紧张救援，该男子被成功救
出，意识还较清醒，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
行救治。

15时30分许，另一名工人被救出，他已经无法
动弹，但还有生命迹象，随即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16时30分许，重伤的工人经抢救无效不幸
离世，另一名工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文昌
市政府正在全力做好受伤工人的救治以及家属的
安抚工作。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乐蒙 美编：张昕

白沙入选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系海南省首个县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基地

近日,在云南省昆
明市召开的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生态文明
论坛上，国家生态环境
部为第五批49个“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进行授牌命
名，海南省白沙黎族自
治县获此殊荣。据悉，
这是海南省继昌江黎族
自治县王下乡之后第二
个获此荣誉的地区，也
是海南省首个县域“两
山”基地。

近年来，白沙坚定
不移地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以生态优先引领高质
量发展，深入实施“三
区一地一园”（即：加快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两山”理念践行示范
区、海南中部生态与文
体旅游示范区、海南县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
范区、海南中部生态特
色农业基地和海南自
贸港中心花园）发展战
略，坚决打好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持续释放
生态红利，坚决扛起建
设海南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的白沙担当，探
索出了“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的白
沙样本。

为热带雨林让地 率先启动生态搬迁

白沙位于海南中部偏西，是
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也是革命
老区。白沙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
资源，是海南省十分重要的“生态
绿心”，也是南渡江、珠碧江、石碌
河三大河流的发源地。此外，海
南最大的水库——松涛水库80%
的集水面积位于白沙境内。

白沙生态环境优美，有大小山

峰440座，森林覆盖率达83.2%，
全县57.9%的国土划为生态保护
红线，近一半的国土划入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为推动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保护热带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助力改善位
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区
内的高峰村居民生存发展环境，白
沙在全省率先启动生态搬迁，建立

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置换的创
新模式（该模式入选第十批海南自
由贸易港制度创新案例），打造以
橡胶为主、就业为辅、多产业共同
支撑的生态移民搬迁增收体系，有
效解决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生态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
实现了“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和
生态修复多赢”。

近年来，白沙充分利用优越的
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大力发展以橡
胶为主，绿茶、南药“两个万亩”和红
心橙、咖啡、山兰稻等“六个千亩”热
带高效特色产业为支撑的生态农业。

在此基础上，白沙成立了县电
子商务中心，并建成全省首个县级

电子商务产业园，积极推动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成功打造了全
域农业公用品牌“白沙良食”，通过
品牌化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打上生
态印、文化印的特色农产品搭上

“农村电商”快车，销售渠道也得以
不断拓宽，农民也实现了增收致

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5年的8736元增长到2020年
的13978元，年均增长9.86%。

2019年，白沙再次获批“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升级版），这也是全省唯一两次
获此殊荣的市县。

打造生态农业品牌 农村电商促农增收

构建多元产业体系
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白沙充分发挥生态环境
及气候优势，于2018年在牙
叉镇环城路高标准建成了占
地达240多亩的白沙文化体
育中心，并以建设国家体育
训练南方基地（海南白沙·综
合），引进“体育+旅游”一系
列精品赛事为契机，着力打
造具有白沙特色的体育旅游
小镇。

近年来，中国拳击协会
白沙训练基地、中国现代五
项运动协会白沙训练基地、
中国登山协会白沙攀岩训练
基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
会白沙训练基地、中国拳击
协会白沙职业拳击训练基
地 、中 国 拳 击 协 会 白 沙
MMA综合格斗训练基地、

中国摔跤协会白沙训练基地
等相继落户白沙；自此，白沙
通过发展“体育+”产业，有
效延伸了生态旅游产业的链
条，形成了崇尚体育、全民健
康的氛围，各项体育事业得
到快速发展，也激活了这座
城市的发展活力。

在农业、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方面，白沙“啦
奥门”山兰文化节已跻身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白沙通过政府“搭台”、
媒体宣传、山兰文化“唱
戏”的形式，探索形成了

“生态农业+非遗文化+乡
村旅游”的农文旅融合发
展模式，有效激活农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

白沙始终把生态保护
放在首要位置，积极融入国
家、海南省生态补偿实践，
参与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
偿试点，探索县域生态补
偿，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相结合，开展
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等重点
工作，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
的全面转化，不断提升“绿
水青山”的生态效益。

经统计，2017 至 2020
年，全县获得生态转移支
付金额逐年递增，2020 年

白沙获得生态转移支付超
4.9 亿元，位居海南省第
一。

“十四五”期间，白沙将
牢牢把握国家“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的机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全面建立“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长效机
制，推动区域绿色高质量发
展，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

（撰稿/孙秀英 吴凌姗
吴峰 玉荟）

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高质量发展

A

B

C

D

俯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方山 摄

农户采摘白沙红橙。 阮琛 摄

俯瞰白沙牙叉镇新高峰村。方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