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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正谋划推出‘我为定安
治水做什么’主题活动，届时将邀请行
业主管部门负责人、业界专家代表、普
通群众等参与，通过‘共话治水’，提高
全社会对治水工作的认识，激发定安干
群投身生态建设。”李根介绍。

“‘六水共治’六项任务是一个完整
的有机体，它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
律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对推
动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一
项顶层设计。”定安县副县长盛占武表
示，定安将坚持深化统筹，从“单项治”
转变为“系统治”，从“要我治”转变为

“我要治”，从“重建轻管”转变为“建管
运并重”，努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综
合治水示范样本，更好地适应海南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需要。
在组织保障上，目前，定安已成立

“六水共治”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从
水务、生态环境、农业、资规等部门抽调
业务骨干集中办公，制定时间表路线图，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同时，建立监督考
核制度，通过“一月一调度、一月一提醒、
一月一督导、一月一通报、一月一考评、
一年一考核”“六个一”制度进行监督考
核，其年度考核“成绩单”也将成为对各
级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排涝水方面，定安将加快编制内涝
治理实施方案，融入“海绵建设”理念，结
合城市更新和主城区老旧雨水管道改造，
增强城区排涝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排涝能
力，力争5年内解决县城区域内涝问题。

防洪水方面，在对13.16公里已建
堤防实行生态化提质升级的基础上，定
安将在龙州河、南渡江、潭榄溪及巡涯
河重点河段新建防洪堤，强化水库治
理，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完善定安
防洪排涝体系建设。

优节水方面，定安将重点抓好农业
节水，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在节水
基础较好、管理规范的工业聚集区、重
点用水行业推进开展节水型企业建设，
带动行业用水效率提升。

此外，定安还将在智慧水网建设、长
效运行管护机制建立、投融资渠道创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等多个领域
加强探索，紧跟全省步调的同时，不断创
新，治出特色。（本报定城1月28日电）

系统施策 打造区域特色示范样本

定安系统施策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努力打造区域特色综合治水示范样本

“这里是我们二期项目的‘核心’
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经过初步处理
的城市污水。”在定城镇污水处理厂，记
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沿路观察，发现
厂区内闻不到明显异味。出水口处，经
过处理并达到排放标准的中水，正源源
不断顺着通道流向不远处的潭榄溪。
同时，位于地下的城市污水管网里，各
类生活污水也正不间断地朝这里奔来。

“在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定城镇
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自今年1月中
旬正式投用，有了二期项目的加持，目
前厂区污水处理能力已经提至每日3
万吨，满足定城镇污水处理的需求。”定
安县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得效介绍。

污水治理，离不开硬件设施的保
障。根据定安县“六水共治”工作初步

方案，2022年至2023年，定安将完成
新竹、龙湖、黄竹、龙门、雷鸣、富文、龙
河、岭口8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争
2026年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
率超过95%。

除了城镇，农村污水的治理也同样
重要。

步入定安县龙湖镇文头岭村，一处
充满雅致的“庭院”十分吸睛。暗红色的
围栏分布“庭院”四周，围栏内芳草如茵，
围栏外香草田园景区的景观池塘流水潺
潺，二者交相呼应，引来不少游客“打卡”
拍照。仔细一瞧，原来这并非庭院，而是
一座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这座农村污水处理站采用A2O
处理工艺，村里各家各户的污水通过管
网收集最终流到这里，经多道工序处理

达到海南农村地标一级排放标准后，排
入香草田园的景观鱼塘用于景观浇灌，
从而实现污水的综合利用，既美化了环
境，也提升了农村污染的防治能力。”定
安县生态环境局污染防治岗主任吴秀
才介绍，目前定安已有300多个村庄完
成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其中类似文
头岭村这样具有景观特色的并不少。

定安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李根告
诉记者，硬件设施的完善仅是定安治理
污水系列举措之一。未来，定安将按照

“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思
路，深化城乡、水陆以及上下游全流域统
筹，从源头抓起，强化各类污染管控，推
进河湖治理和水质监控，完善城市排水
管网设施，多管齐下治理污水，推动定安
水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多管齐下 牵住污水治理“牛鼻子”

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顺着水
管哗哗涌出。定安县富文镇金鸡岭居
十七队居民庞景龙急忙找来水盆接水，
看着盆子不一会儿就被装满，庞景龙的
脸上满是笑容，“你瞧，这水多干净，用
着放心！”

用上放心自来水，是金鸡岭居十七
队居民多年的期盼。受季节性缺水、村
庄地势高、地下岩层因素影响，十七队
的水资源一度十分匮乏。“每年11月到
次年5月，家家户户都得靠着政府派来
的水车补给水源。逢年过节，大伙儿都
不敢多买几只鸡。”居民蔡强说，不敢买

并非怕花钱，而是杀鸡需要花费更多的
水，大家舍不得。

为了根治这一问题，2020年，定安
县针对金鸡岭居十七队启动安全饮水
工程项目，以塔岭水厂为起点，沿路铺
设管道将自来水引至十七队。项目自
2020年10月正式投用后，不仅彻底解
决了十七队的饮水问题，还造福了沿线
的16个村委会、1个居，让1万余人今
后不再为水忧愁。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定安投入
2亿余元实施黄竹水厂建设、塔岭水厂
管网延伸、季节性农村供水保障、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一批工程项目，进
一步保障全县饮水安全问题，满足群
众生活生产用水需求。

定安县水务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符
和梁表示，开展“六水共治”攻坚战期
间，定安将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不断加强水源和输配水设施建设，扩大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城
乡居民供水“同网、同质、同价、同服
务”。同时，提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
障水平，强化城镇供水系统应急能力，
以构建安全可靠的水源保障体系，不断
提升定安城乡供水的能力和品质。

城乡一体 逐步实现城乡供水“四同”目标

本报定城1月28日电（记者叶
媛媛）1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
县有关部门获悉，为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围绕社会反映普
遍的问题进一步抓重点、强弱项、补短
板，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日前，
定安县委、县政府研究确定将以下10
个项目作为2022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并向社会公布。

一、县域路灯智能光亮化改造。
集中整治定安县城区和各乡镇主次干
道路灯设备陈旧、照度不足等带来的
行车安全隐患问题，将城区和镇墟符
合智能节能改造条件的 8975 盏路灯
（县城 6375 盏、乡镇 2600 盏）更换为
LED灯具，并使用LED路灯智能照明
系统，在提高夜间整体照明亮度的同
时节能减排，改善人车出行安全条件。

二、公办幼儿园建设。完成平和
幼儿园、龙河中心幼儿园、翰林中心幼
儿园 3 所公办幼儿园项目的建设，预
计解决 450 个学前教育学位，扩大公
办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缓解学前教育
学位供给不足问题。

三、推进安居房项目建设。加大
住房保障力度，谋划新一批安居型商
品住房建设，计划新开工建设 600 套
安居型商品住房。

四、新建塔岭园区市政道路。集
中力量抓好工程建设，新建塔岭园区
太史路506.18米，完善园区交通体系
交通环境，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性，优化
园区营商环境，助力项目招引，推动定
安经济发展。

五、中瑞水厂补充水源改造。实
施中瑞水厂补充水源改造工程，新建

中瑞水厂公边山补充水源拦河坝，沿
母瑞山干部学院外道路铺设输水管道
长约600米，确保水源稳定充足，提高
母瑞山片区群众供水保障水平。

六、开通海口美兰机场至定安定
城客运班线。为方便定安群众和广大
游客出行，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定
安旅游业发展，吸引更多游客来往，计
划开通海口美兰机场至定安定城客运
班线，班车开通后，每日可发班 32 班
次，提供1280个客位。

七、丰富群众文化体育生活。围
绕定安本地文化和特色布局，在县域
内开展15场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
组织举办定安县广场舞大赛，依托体
育平台，举办“幸福跑”“环南丽湖”自
行车赛等大型赛事活动，促进旅游经
济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八、设立政务服务“24小时自助
服务区”。在政务服务大厅外设立政
务服务“24小时自助服务区”，工作日
安排工作人员驻守解疑，公布“24 小
时不打烊”办事清单，配备自助服务终
端、智能取件柜等设备，通过系统“智
能办”取代“人工传统办”，实现政务服
务“24 小时”全天候服务，解决群众

“上班时间没空办事，休息时间没处办
事”的困扰，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自
助服务，省去排队时间，缓解窗口办事
压力。政务服务自助服务区所有服务
终端实行24小时开机，企业和群众可
在任意时间前来办事，让政务服务不
再局限于 8 小时内，实现政务服务不
打烊，切实方便群众办事。

九、开通老年人办事绿色通道。
在政务服务大厅开通老年人办事绿色

通道，配备“老年人服务帮办代办员”，
为办事困难老年人提供咨询引导、预
约服务、协助填表、复印打印、指导帮
助使用智能设备、业务办理、结果查询
等全流程“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在
大厅咨询服务台设立“老年人服务引
导台”，在综合代办窗口设立“老年人
服务专窗”，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享
受优先办理服务。

十、实现社保业务“一窗通办”“一
网通办”。积极开展社保经办“综合
柜员制”工作，及时排查业务办理过
程中的问题，并加以分析和解决，以
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实现各项社
保业务经办“一窗通办”“一网通办”，
从而减少群众跑多窗、跑错窗的情
况，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提
高群众满意度。

定安公布今年 个为民办实事事项

活力定安 健步新春

定安举行新年健步走活动
本报定城1月28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毛景慧）1月28日，以“活力定安·健步新春”为主
题的2022海南定安新年健步走活动在南丽湖醉
花岛举行，定安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以
及定安县各镇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200余名干部职工、企业代表参与，以朝气的活
力、健康的体魄迎接新年。

活动当天，健步队伍从醉花岛咖啡屋出发，沿
着风景如画的南丽湖环湖道甩臂迈步，享受运动
带来的活力。近一个小时后，全体人员完成了全
程约4.8公里的行程。

定安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新春佳节
即将到来之时举办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在全县营造
崇尚健身、参与健身、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良
好氛围，鼓励定安干群以更健康的体魄、更具活力
的状态，积极投入到新一年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中。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定安县人民政府主办，定
安县旅文局承办。

迎新春 纳新福

春节期间文笔峰景区
将举办多项民俗活动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2022年春节假日期
间，定安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将引进北方传统
踩高跷、醒狮、传统婚俗表演、太极养生功、传统武
术等文化娱乐项目，让游客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在
喜庆的氛围里共度平安喜乐的新春佳节。

除了新引进的踩高跷、醒狮等表演，今年春节
期间，文笔峰景区还将举行琼剧表演、儋州调声、
八音、疍家渔歌、竹竿舞、军坡传统穿杖、上刀山等
多项具有海南特色的文化表演和民俗活动。

文笔峰景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
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海南人
民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为海南人民迎福纳祥，祈
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同时借助丰富的活动吸引
更多旅客到文笔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助力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海口美兰机场至定安
客运班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海口美兰机场至
定安客运班线开通，该班线将在今年春运期间为
定安群众和广大游客带来出行便利，并在今后长
期运行，助力定安旅游业发展，为畅通定安交通发
展增添动力。

据悉，该班线从定安汽车站直达海口美兰机
场，目前每日往返共8个班次。定安汽车站每日
发车时间分别为9：10、11：00、14：00、15：10，美
兰机场发车时间为9：30、10：30、12：30、16：30。

定安公布
禁燃烟花爆竹区域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春节假期即将来临，为
了让群众拥有更加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共度文
明祥和的新春佳节，定安县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定城镇主城区禁燃烟花爆竹区域为：南渡江
沿江路→白芒村→山椒村→莫村→环城北路→香
江丽景→仙沟墟→仙龙路→省道S206→定安中
学→富民小区→环城南路→南渡江沿江路围合区
域及围合区域道路（街）外围50米范围内，禁燃区
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此外，定安县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学校
（含幼儿园、教育机构）、大型住宅小区、工业企业、
敬老院、医院、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馆、
会堂、公共娱乐场所、客运车站、加油站、液化石油
气站、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输变电设施安全
保护区，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等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的场地及周边安全距离和山林防火区以
内区域，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
区域也同样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定安各镇禁（限）燃区由所属镇政府在上述规
定区域的基础上，结合管控需要自行划定。

定安多部门联合开展
春节前旅文市场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连日来，定安县旅文
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多次联合开展
2022年春节假日前旅游和文化市场专项检查，进
一步规范春节假期旅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定安旅游文化市场疫情防控到位、管理规范、安全
有序。

检查组先后深入海南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
区、香草田园等定安旅文企业进行检查，重点检查
防疫流程是否落实、消防设施是否完善、消防器材
性能指标是否达标、消防安全通道是否畅通、“三
防”措施是否到位、经营证件是否齐全等情况。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三防”措施不到位、防疫流程未
完善等问题，检查人员一一拍照登记，现场对企业
进行指导，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在海南热带飞禽世界、华达宾馆、胜高酒店、超
神网咖等涉娱、涉旅场所，检查组重点检查场所内防
疫流程落实、消防设施完善、应急储备预案、“三
防”措施落实、宾馆酒店电视信号接收等情况，并对
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记录，就未达到要求的问
题提出详细整改意见，要求企业尽快落实整改。

1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定安县定城
镇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现场，只见各类污水处
理设施正高效运转，功能池内水花翻滚，原本漂
浮着油渍的污水，经过数十道工序的处理，最终
变成清澈无气味的水流，从出水口处不断涌出。

作为城镇污水处理的“主力军”，污水处理
厂的处理能力不光关系着区域水环境的治理，
更影响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制约着百姓赖
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全
面打响后，定安迅速作出统一部署，将污水治理
定为“六水共治”的主战场，通过一揽子举措系
统施策让水环境获得提升，建立水生态立体保
护和修复体系，努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综合
治水示范样本。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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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定城镇下寨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通讯员 程守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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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城镇污水处理厂。 通讯员 张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