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12月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梁君穷 美编：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陈旭辉A06 综合

■■■■■ ■■■■■ ■■■■■

水利工程需要开挖山体边坡，造
成山体裸露，如何解决项目建设与生
态环保这对矛盾？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迈湾水利
枢纽工程现场看到，工人们向裸露的
山体喷射一种泥浆，配合山体覆盖的
防护网，泥浆附着在山体上经过时间
推移，将逐步长出绿草，实现山体的
生态修复。

“我们采用的是葛洲坝集团创新
的生态修复技术，实现在混凝土上种

植绿植，确保边坡山体支护后的外观
绿化、美观。”肖伟明说，为促进开挖
边坡植被修复，施工方引入绿色生态
综合修复技术及客土喷播植草技术，
提升优化了枢纽周边生态环境，也保
证了水源地水生态和土壤环境。

大坝土质边坡需要开挖大量
土石方，为减少污染，迈湾水利枢
纽工程对生产生活垃圾、污水实施
集中处理和循环利用，实现了污染

“零排放”。

“我们将生产生活污水引导进入
沉淀池，经过三级沉淀池沉淀处理
后，通过水泵加压，供给场地喷淋用
水。”肖伟明说，施工场地内排水布置
采用“永临结合”的理念，即永久截排
水沟与临时排水沟相结合，局部坡度
较陡的部分设置水跌及沉砂池，减少
水流对坡面的冲刷及水土流失。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杨军说，迈湾、天角潭是海南的
重要水利工程项目，从工程规划、设

计和建设过程，项目各方都在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力争将工程建成生态环保典范工程。

据介绍，未来，迈湾、天角潭两个
项目在主体施工建设过程中，要采取
保护水质、水库生态调度、长期生态
监测、加强渔政管理，建设鱼道、鱼类
增殖放流站等措施，为鱼类资源正常
繁育创造有利条件，对保护河流生物
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屯城11月30日电）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建设生态环保典范工程

崇山峻岭中，南渡江从山谷中迂
回穿过，两岸边坡已经开挖成型，披上
了“绿衣”。山腰上道路盘桓，运送物
料的卡车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山谷。

根据工程施工方案，迈湾水利枢
纽工程主坝开挖需要分左、右岸坝肩
开挖。左坝肩开挖开口线高程约
264 米，右坝肩开挖开口线高程约
248米，坝基底部大面高程为35米，
为230米级高边坡。其开挖设计方
量共计约586.6万立方米。

“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工程量也

比较大，安全风险系数比较高。”中国
能建葛洲坝集团迈湾枢纽工程施工
总承包项目部总工程师肖伟明说，该
工程的坝肩挖开项目规模大、工期
紧、地质条件复杂，被专家称之为技
术含量最高、安全风险最高、施工难
度最大的项目之一。

肖伟明介绍，针对迈湾大坝总共
16级、230米高土边坡，最大边坡高
度15米的特点，施工方采用小台阶
开挖支护技术，科学组织，合理布设
内循环施工临时路网，形成了多个作

业面同时开挖，同级支护，循环作业
的格局，达到流水作业，高效施工的
效果，最高产每月能开挖土石方83
万立方米。

迈湾的地质条件属于土石夹杂，
项目部结合地质条件，对锚索施工每
个流程反复优化，第一时间破解技术
难题，通过“锚索+锚墩+格构梁”施工
流程化、标准化，把每级边坡的施工工
期从一个多月缩短到20天左右。

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全力以赴
保证11月底完成大江截流。天角潭

项目则通过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对河
流实施分期导（截）流，提前6个月启
动大坝基坑开挖工作，开展主坝盖重
混凝土浇筑、固结灌浆与碾压混凝土
施工。

进入 11 月，海南汛期正式结
束。水利工程建设进入一枯施工关
键期，两个项目参建各方广大员工不
畏酷暑、昼夜轮转、抢抓工期、大干快
上，按节点完成投资目标，按计划推
进工程施工进展，终于按期完成大江
截流。

齐心攻坚克难 攻下230米土质边坡施工难题

南渡江从海南岛中部山区奔腾
而出，奔流入海。高低的地形落差，
丰富的降水量，让南渡江多年平均径
流深985毫米，年平均流量219立方
米/秒，总落差有703米。智慧的海
南人民，利用先天性地理优势，建设
松涛水利枢纽工程、迈湾水利枢纽工
程等骨干水利工程和水电站。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在南渡江中

游河段拦截建坝，建成后将为南渡江
中下游流域蓄丰补枯，为海口市、定
安县、澄迈县提供工业和生活用水保
障，使海口市城区防洪标准由50年
一遇提升至100年一遇，为琼北地区
创造53万亩优质灌溉农田，兼具发
电功能。

位于儋州市北门江干流上的天
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是保障儋州市及

洋浦经济开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水源，将与琼西北供水工
程、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及松涛东灌区
联合，保证北部地区水安全，全面提
升儋州西部及西北部地区、白沙西部
地区水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改善流域
供水和灌溉条件。

近年来，海南加大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的防洪

工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重要城镇已
基本建成50年一遇的防洪堤，在琼
北、琼南、琼西分别建成了松涛水库、
大隆水库、红岭水库、大广坝水库等
重大水利工程。迈湾、天角潭是目前
我省水网在建基础设施中的两大重
点工程，两个工程是保障海南岛北部
水安全的重要屏障，对支撑海南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水网”骨干工程 加快建设保障自贸港水安全■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王建平 王琦

11月30日上午，屯昌
与澄迈交界处的山谷里，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天角
潭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
仪式正在举行。南渡江两
岸挖土机、压土机机器声
轰鸣，挥展铁臂等待锁江。

“合龙！”随着现场施工
总指挥正式下达合龙命
令。南渡江上游围堰戗堤
上，装满石料的卡车行驶靠
近龙口，向龙口处倾倒石
料，堆砌成为阻隔江水的临
时围堰，滔滔江水被成功拦
截。与此同时，大江截流仪
式现场的电子屏幕上，在儋
州市北门江上的天角潭项
目大江截流也在以视频形
式同步播出，两个项目分别
在屯昌县、儋州市同步实现
大江截流。

迈湾、天角潭两个水利
枢纽工程自2020年 4月
13日正式开工，截至2021
年 11月30日实现大江截
流。500多天里，两个项目
连续先后克服了高温、暴
雨、台风、疫情等不利因素
影响，开展技术攻关，优化
施工方案，加快工程推进，
如期完成大江截流目标，为
下一步全面开展大坝混凝
土施工奠定基础。

海南“水网”两大骨干工程如期完成重要节点目标

大江截流 为引碧水润琼州

比学赶超·抓项目促有效投资

项目概况

工程位于南渡江中游河段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

功能以供水、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发电

总库容5.22亿m3（近期）/6.05亿m3（远期）

将海口城区防洪标准由 50年一遇提高到 100年一遇
创造灌溉面积53.98万亩

总投资73.64亿元，总工期56个月

2020年4月13日开工，计划2024年11月底完工

项目进展

本年度已完成投资 189355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6.2%
开工累计完成投资355380万元

完成总投资736404万元的48.3%

项目概况

工程位于儋州市北门江流域

功能以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

总库容 1.94亿m3，设计控制灌溉面积 11.42万亩，

建成后每年将向洋浦经济开发区及北门江下游地区供水 1.36亿m3

总投资43.38亿元，总工期43个月

于2020年4月13日开工，计划2023年底完工

项目进展

本年度已完成投资 138457万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100000万元的 138.5%
开工累计完成投资215944万元

完成总投资433867万元的49.7%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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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效果图。

⬆
南
渡
江
迈
湾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截
流
。
本
报
记
者

李
天
平

摄

本版制图/孙发强

琼海完善个人住房报建制度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易修呈）日前，《琼

海市城镇规划区个人建房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公
示稿）》（以下简称《通知》）结束公示，琼海市相关部
门正按照社会、各单位及个人意见和建议进行修
改，即将由市政府印发实施。这意味着实施了8年
多的《琼海市城镇规划区个人建房规划管理暂行办
法》即将被废止，个人建房报建制度将更加完善。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审批个人建房中存在标
准、依据等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琼海市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审批弹性空间大，容易
滋生腐败。

根据调研情况，琼海市纪委监委今年7月向
该领域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下发了《关于对修订
完善我市个人建房规划报建审批相关规定的监察
建议》，要求该部门认真审查和修订完善琼海市个
人建房规划报建审批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控制性
详细规划要求重新修订完善琼海市2013年制订
的审批制度。

监察建议书发出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
力量草拟《琼海市城镇规划区个人建房规划管理
办法的通知》，并先后多轮征求相关职能部门以及
该领域专家意见建议，并按程序将其发布在琼海
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结束公示的新《通知》对个人建房审批流程
和要求在文字表述上更加精准，对一些容易产生分
歧的表述进行了修正，特别是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
老城区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明确了具体处置
措施，为个人建房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服务。”琼
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史业夫介绍。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为畅通税企沟通渠道、助力园区企
业发展，海口高新区税务局组建了“税务
心级专家”团队，从助力产业园区、服务
重点企业、覆盖全域企业等三个维度出
发，推出“靠前式用心、个性化精心、全方
位贴心”的心级服务，实现纳税服务由单
兵作战转化为智囊团对接的转变。今年
以来，团队已累计线上、线下服务企业
2000余家、纳税人缴费人1.8万余人次，
解决用票、退税等难题100余个。

海南以岭药业有限公司是高新区招
商引进的一家重点企业，达产后预计年

税收贡献超亿元。
“管委会和税务局的服务特别好，在

我们入驻之前，耐心地为我们答疑解惑，
尤其是在帮助我们理解好自贸港政策
上，做得很到位！”该公司负责人称赞道，

“与税务部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我们准
确适用政策，更好地发展壮大。”

今年以来，“心级专家”团队为意向
落户企业开展“面对面”答疑20余次，现
场宣讲10余次，现场解决纳税人问题52
个，协助园区签订亿元以上项目10余
个，帮助企业快速、安心入驻园区。

“税务局真是太给力了，缓缴政策就
像及时雨一样，缓解了我们企业的资金

压力，让我们能把资金用到刀刃上。”澳
美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施敏介
绍，“公司每个月平均会缴纳增值税300
万元，如果享受减半缓缴政策，3个月下
来就可以缓缴400多万元！”

该公司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按照
“普惠政策全面覆盖、特殊行业重点突

破、个别事项专门对接”原则，“心级专
家”团队会定期或不定期向辖区内上千
户重点企业开展“点对点”宣传和辅导，
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各类税收优惠政策，
规避涉税风险。

“1天就替我们解决了问题，税务局
现在办事效率特别高、服务太贴心了！”

近日，康迪电动汽车（海南）有限公司的
办税人员吴照雅说，“这真是刷新了我对
税务局办事效率的认知。”

原来，该公司因开具发票大量作废
被系统自动设为风险纳税人，无法再开
具发票。如果公司当天不能顺利开票，
则会丢失掉订单。经“心级专家”团队协
调，公司及时被解除锁定、开出发票，达
成了一笔近千万元的交易。

海口高新区税务局仅今年已为纳税
人解决问题3500多个，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 （撰文/胡丹 陈海宏 许秀楠）

海口“税务心级专家”团队：

“三心”服务构筑税企连心桥

本月上旬海口、三亚
将举办10场招聘会

本报讯 12月1日至10日，海口、三亚将陆续
举办10场招聘会，为高校毕业生等各方人才留琼
提供就业平台。

“冬日送暖，就业先行”综合公益招聘会
时间：12月1日8时至12时
地点：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招聘情况：52家企业共提供岗位1084个

“暖心助航，就创青春”——三亚市高校毕业
生就业服务行动暨留琼就业创业系列活动现场招
聘会（第五期）
时间：12月1日9时至11时30分
地点：三亚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厅
招聘情况：33家企业共提供岗位830个

2021年海南自贸港招才引智活动——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公益招聘会
时间：12月2日8时30分至12时
地点：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一楼公共招聘大厅
招聘情况：44家企业共提供岗位831个

2021年海南自贸港招才引智活动——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公益招聘会暨海南生态
软件园专场
时间：12月3日8时30分至12时
地点：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一楼公共招聘大厅
招聘情况：至少有22家企业提供岗位436个

冬日送暖暨“三无船舶”转产人员及返乡农民
工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一）
时间：12月3日9时至12时
地点：海口市秀英区远大购物中心广场
招聘情况：现有28家企业报名，提供岗位754个

2021年随军家属暨退役军人公益性专场招
聘会
时间：12月3日8时至12时
地点：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2021年海南自贸港招才引智活动——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公益招聘会
时间：12月4日8时30分至12时
地点：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一楼公共招聘大厅
招聘情况：至少有7家企业报名提供岗位41个

“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2021年海南自
贸港招才引智活动中西部城市联合招聘专场对
接会
时间：12月7日8时30分至12时
地点：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一楼公共招聘大厅

助力就业暨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
动线下专场招聘会
时间：12月8日8时30分至12时
地点：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职等你来”暨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行动线下专场招聘会
时间：12月10日8时30分至12时
地点：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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