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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2月13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陈晨）2月9日上午，十三届昌江黎族
自治县委第一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决策部署，总
结回顾十二届县委巡察工作，安排部署十三届县委
第一轮巡察工作。

过去5年，昌江率先建立“一办五组”巡察机构
体系，高质量完成15轮巡察，对全县61个单位党
组织、91个村（社区）党组织进行全面政治“体检”，
实现县委十二届任期内巡察全覆盖，共发现问题
1667个、立案162件195人、党纪处分130人，推动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巡察
利剑作用充分彰显，为昌江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
突出贡献。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主要负责人强调，坚持政治
定位，把好新一届巡察工作正确方向。做实做细政
治监督，扎实推动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为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紧盯重
点任务，推进新一轮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找
问题”上做深做细，从严从重查处各类违纪违法问
题；在“谋创新”上主动作为，确保真发现问题、发现
真问题；在“促贯通”上取得突破，形成监督合力，提
高监督质效。强化自身建设，锻造素质过硬的新时
代巡察“铁军”。巡察组成员必须在政治上过得硬，
勇于当“包公”，唱“黑脸”，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
卫士；在业务能力上过得硬，不断提高巡察队伍发
现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在纪律作风
上过得硬，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察，坚决防止

“灯下黑”。

昌江安排部署
十三届县委第一轮巡察工作

在“找问题”上做深做细
在“谋创新”上主动作为

2月12日早上9时许，在昌江叉河镇排岸村，一
朵朵盛开的火红木棉花美丽动人，游客、摄影爱好
者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木棉花的美在于这红与绿的相映成趣，红的
是木棉，绿的是稻田，美不胜收。”来自海口的摄影
爱好者黄海明说。

今年2月至3月，昌江将在多地开展“冬登春
赏”黄金旅游季系列旅游文化活动美丽乡村生活
节，民族情歌对唱、竹竿舞等互动表演也将轮番上
阵，丰富游客赏花体验。

文/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 杨耀科 图/本报记者 陈元才

山海黎乡

本报石碌2月13日电 （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为更好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开展工
作，统筹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社会文明大行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和巩固国家卫生
县城（乡镇）等工作提级进位，2月10日下午，昌江
黎族自治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正式揭
牌成立，标志着昌江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攻
坚战正式打响。

据了解，2017年，昌江全面开展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近年来连续摘获“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全国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国家卫生县城”等“国”字号
荣誉。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成立后，县委、
县政府将抽调精兵强将，充实加强该县创文工作指
挥部力量，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统筹协调
和指挥调度。

昌江有关负责人表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协同作战、合力攻坚，努力推动市民文明素养不
断提高、社会文明风尚不断进步、城乡环境面貌不
断改善、社会公共秩序不断优化，确保每一项工作、
每一个环节都权责明晰、责任到位。同时，营造浓
厚创文氛围，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引导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共同参与创文，
共享创文成果。

昌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揭牌成立

营造创文氛围 凝聚强大合力

为了推动“六水共治”工作，1月13日，
昌江印发《关于成立昌江黎族自治县治水工
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县治水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在于研究确定
县治水工作重大事项，统筹协调治水工作
中综合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问题，推
动县委、县政府有关水治理决策部署的组
织落实。

领导小组下设县治水办，负责领导小组
日常工作，实行专班运作，人员集中办公。
县治水办不改变现有县直有关部门（单位）
的职责分工，不替代部门（单位）“三定”职
责，不列治水工程经费。

据介绍，在人员构成方面，县治水办内
部设3个工作组，采用“19+N”的形式组成
专班。其中19名工作人员从县直部门和
乡镇选派，常驻办公；“N”为根据实际工作
需要，通过“人才引进+购买服务”的模式
配强配齐专业型人才。此外，县治水办重
点建立责任落实、会议协商、闭环工作、监
督考核、技术支撑、投融资改革等6项工作
制度，特别是对重点工作实行“六个一”监
督考核，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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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表彰奖项，激励优秀单位和人
员，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对各单位、乡镇党
委、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重要依据。

“我们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常驻办
公，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县治水工作的顶层设
计、统筹协调、监督考核、宣传引导、信息报
送等任务。”昌江水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沈艺
超说，县治水办的成立，改变了以往“九龙治
水”的局面，下一步，县治水办将明确治水目
标，排出五年行动计划，将任务进行分解，挂
图作战，扎实开展“六水共治”工作。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县治水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陈儒茂表示，全县领导干部将继
续拿出过去打硬战的决心、斗志，再接再厉、
真抓实干、比学赶超，切实把“六水共治”的

“主战场”变成检验干部能力和实绩的“大考
场”，开足马力、只争朝夕，全力打赢“六水共
治”攻坚战、主动战、持久战，为昌江快步走
上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石碌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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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初，
省委提出把治水攻坚作为“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坚定决
心，上下同心，系统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
“六水共治”，保护好海南岛的“肾脏”。

昌江黎族自治县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继1月14日召开全县
“六水共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后，2月7日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昌江又召
开“六水共治”千人誓师大会，动员全县上下提高思想认识，统一行动，认识
到“抓治水就是抓生态、抓发展、抓民生”，真正树立起“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政绩观，全面打响“六水共治”攻坚战，努力绘就新时代昌江
“人水和谐”美好画卷，推动昌江阔步走上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昌江高度重视污水处理工作。2021
年，昌江在省水务厅支持下，以中央环保督
察为契机，大力推进城镇污水治理工作，投
入2.2亿元对县城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
造，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让排放标准从1
级B提升到1级A，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为29%，相比2020年提高9个百分点。

2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昌江十月田
镇污水处理站看到，浑浊的生活污水流入调
节池，经过MBR一体化设备及中水消毒池，
从巴氏计量槽出水口流出后，变为无色无味
的清水。

“处理过的生活污水可以达到1级A的
排放标准，日常可用于绿化浇水。”昌江十月
田镇污水处理站技术负责人张亚婷说。

昌江水务服务中心主任钟飞介绍，
十月田镇污水处理站于2021年 3月开工
建设，12月正式投入使用，处理设备采取
一键启动、全自动化运行，日处理量为
200立方米，主要覆盖范围为十月田镇区
和镇区北侧王炸村，服务493户2550人。

“过去村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天气一
热就发臭，影响居住环境。”十月田镇王炸村

村民陈文告诉记者，该污水处理站投入使用
后，生活污水直排的问题解决了，村里的人
居环境有了质的提升。

截至目前，昌江全县建成污水处理厂4
座，建成镇区处理站5座，在建的叉河污水
处理厂进度为80%，县城配套污水管网约
91.3公里。在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方面，昌江
共有184个自然村，目前已建成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齐全管网村庄92个，覆盖率
为50%。

昌江提出，到2023年，消除县城黑臭水
体。集中力量推进“三覆盖”“两转型”，提高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建制镇污水集中
收集处理设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推
进农业种植和水产养殖转型，县城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率达50%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覆盖率达7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55%以上，水体“黑”“臭”“脏”感官基本消除。
协同推进城市内涝、村镇供水保障工作。到
2024年，消除劣Ⅴ类水体，城镇和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80%以上，农业面源污
染和水产养殖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实现
由“混”到“净”。

推进系统治污 改善人居环境

2月8日上午，在石碌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现场，放水涵已基本建设完毕，在溢洪道
拆除重建作业面上，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
为接下来的混凝土浇筑做准备。

石碌水库是昌江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每年可为石碌镇提供居民生活用水和工
业用水1600万吨，此外还保障了石碌、十
月田等下游乡镇9万多亩的农田用水，是
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发电及提供生活
用水功能的大（二）型水库。

2021年5月，省水务厅启动2021年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石碌水库被列入其
中。2021年9月，石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开工建设，总投资约2.4亿元，建设工期2
年。建设内容包括南副坝防渗加固处理、溢
洪道拆除重建、更换溢洪道金属结构和电气
设备等。

“目前南副坝防渗加固处理完成60%，
已拆除1座溢洪道，即将进行基础浇筑，放
水涵正在拆卸门槽模板，预计2月15日具
备放水条件，项目已完成投资约8000万元，
约占总投资的30%。”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

限公司昌江石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总
工苏启凤说。

“除险加固工程完成后，将消除石碌水库
安全隐患，提高供水调节能力，满足生活用水
及农作物的灌溉需求。同时，增强水库防洪
能力，保证下游安全。”石碌水库管理中心主
任卢平说。

石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是昌江在保
供水方面的有力举措之一。值得一提的
是，2021年来，昌江投入942万元，实施9
宗水利项目，其中饮水安全工程7宗，水
利灌溉项目2宗，建设完成后，将全面提
升供水能力。

为解决部分村镇生活用水难题，今年
昌江最大的民生工程——村镇集中供水项
目计划在3月份开工。该项目位于石碌镇
山竹沟水库旁，总投资8.9亿元，供水范围
为石碌、十月田、乌烈、海尾、昌化和叉河等
6个镇，覆盖全县80%的村庄。“项目工期
为3年，建成后每天供水量可达2.3万吨，
可解决6个镇约18万人口的饮水难题。”
钟飞说。

加快项目建设 提升保供水能力

加强组织保障 全面推动“六水共治”

本报讯 （记者刘婧姝 特约
记者黄兆雪）为了确保“六水共
治”工作做到标本兼治、长治长
效，2月7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与
中华环保联合会海南自贸港工作
机构、长江三峡（海南）绿色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海
投）、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和海南省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就“六水共
治”系统推进治理、项目谋划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借助专业技
术力量，推动“六水共治”工作取
得全面胜利。

此次签约的4家单位，既有技
术力量雄厚的大型央企，也有治理
经验丰富、深耕水利领域多年的本
土企业。

据悉，三峡海投将在清洁能
源产业、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环境
治理、渔港升级改造、全国零碳生
态文明示范村建设等领域与昌江
展开战略合作。“公司将发挥自身
专业技术、资金实力、管理经验等
方面的优势，将三峡治水模式复
制到昌江来，助力昌江打赢‘六水
共治’攻坚战。”三峡海投总经理

马晨光说，将尽快对资金、人力、
技术做出安排，切实扛起企业的
社会责任担当。

中华环保联合会海南自贸港工
作机构主任、高级工程师沈仲韬表
示，此次签约的单位具有技术、人
才、资金等多方面的优势，昌江选择
与这几家企业合作，将对昌江的“六
水共治”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撑。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本土企业，拥
有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级、工
程勘察（岩土专业）甲级、水保方
案编制（五星）、水利工程施工监
理甲级等13项专业资质。“我们
将在昌化江流域、南渡江流域谋
划一批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同时
全力为昌江提供技术、信息支撑，
共同保护水生态环境，构建‘人水
和谐’美好画卷。”该公司副总经
理甘晓洁说。

“我们将贯彻落实全省‘六水共
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精神，在技术
服务、专业化管理上全力以赴，做好
项目投资建设，全力支持昌江‘六水
共治’工作。”海南省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颜毓南说。

昌江与4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借助专业力量
推动“六水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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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下午，叉河镇联合昌江水务服务中心在叉河镇排岸村水渠
开展“六水共治”专项行动，清理渠道淤泥、垃圾等，畅灌溉、保春耕。

（昌江融媒体中心供图）

2月8日上午，在石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现场，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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