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亚3月3日电（记者李艳
玫）截至3月3日18时，三亚新增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1例，为2月28日确
诊病例的婆婆，在集中隔离管理时例行
核酸检测呈阳性，活动轨迹与确诊病例
相同，已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3月3日晚从三亚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的。

据悉，三亚2月28日确诊病例感染
的新冠病毒二代基因测序结果为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VOC/Omicron，BA.2
进化分支），同国内天津市一本土病例
（02-24）高度同源。截至3月3日18
时，该市已排查甄别到确诊病例的密接
共计225人，已隔离管控147人，除2人
（3月3日两名阳性）外，其余核酸检测
均为阴性，另有本省外市县15人和外省
63人，均已发函推送。已排查甄别到次
密接共计387人，已隔离管控337人，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另有本省外市县10人
和外省40人，均已发函推送。

为加速核酸检测效率，3月 3日
起，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和三亚市人民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在单采
的基础上开启混采通道，本着愿检尽
检的原则，面对主动筛查人群，混采免
检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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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在海口菜篮子信义光伏龙湾农光
互补常年蔬菜种植基地（以下简称农光
互补蔬菜基地）干的时间越久，海口市
琼山区甲子镇大德坡村的农民吴春桃
越明白一件事——同样是种菜，露天和
光伏的大棚完全不一样。

受前阵子降温霜冻的影响，吴春桃
自家露天种的叶菜已经长不出来了，吃
菜只能去市集上花钱买。

但在甲子镇福昌村的农光互补蔬
菜基地，菜心、珍珠菜、小白菜……各种
叶菜绿油油的，连成一大片。

3月3日上午，碰上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吴春桃从一陇葱绿的叶菜后面抬起
头，忍不住说起来：“你猜我们在忙啥？基
地的菜长得太密，要赶紧拔掉一些！”

实际上，农光互补蔬菜基地正是为
了应对恶劣天气导致的叶菜产量下降
而建的。

“尤其是每年4月～10月，海南雨
多、雨点大，有时候雨点甚至会把菜叶打
穿，再加上台风影响，这时节必须用大棚
种植。而许多小菜农没有这些设备，导
致海南夏天叶菜供应量少。”海口市菜篮
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种植技术总监万述明向记者解释。

为保供稳价、拎稳市民的“菜篮
子”，海口市菜篮子集团通过与社会资

本方信义公司合作共建菜篮子龙湾农
光互补蔬菜种植基地，将种菜和光伏巧
妙结合，探索农光互补立体农业新模
式。目前，海口已建成1200亩光伏蔬菜
大棚，其中种植蔬菜200多亩。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别于普通大
棚，农光互补蔬菜基地的大棚顶上安装
了透明薄膜太阳能光伏玻璃和太阳能
薄膜电池板，实现顶上发电、棚里种
菜。每2块光伏板之间留有约一陇菜大
小的间隙，间隙下的菜可以通过透明薄
膜接受日光照射，而光伏板下的菜则加
装了补光灯。两种光照条件下的菜会
交替栽种。

信义光能（海口）有限公司技术负
责人陶俊强说，该模式充分利用了光伏
项目的土地资源和支架资源，既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又保证了大棚的结构稳

定，“可以抗16级台风呢。”
自 2020 年 10 月尝试至今，海口

200多亩农光互补蔬菜基地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改造、完善，现在已经实现了灌
溉、防雨抗风、排涝、防虫、控温和视频
监控等6大功能。基地里的叶菜35天
至 45 天出一茬，平均亩产 1500 斤～
1800斤，有效保障了海口的叶菜供应，
尤其是生产淡季时的供应。

“这几陇长得差不多了，再过一周
左右就能出菜了。”万述明扣上草帽，指
向面前的几陇菜。

眼下，信义光能（海口）有限公司正
在甲子镇土岭村和新安村的1200亩土
地上做薄膜改造，“改造后再经过设施
设备安装、土壤改良等步骤，就可以像
这个基地一样种菜了。”陶俊强说。

（本报海口3月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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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线 看治水

■ 本报记者 高懿

“我们小区的喷泉好看吧，这是
将生活污水和雨水循环处理后的结
果，而且一点异味也没有，池塘里还
有好多条锦鲤，既美观又环保。”3月
3日，家住澄迈县老城镇碧海金珠花
园小区居民陈格珊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今年是她入住该小区的第四年，
每当天空放晴时，景观池就会化身节
水“担当”。

记者看到，上通下达的污水收集
管道遍布小区，集中至地下的污水处
理设备进行统一处理。“水资源是宝贵
的，我们在兼顾环保和绿化的前提下，
将原本流入下水道的雨水和生活污
水，经过统一的收集存储，转换成可用

于小区绿化的灌溉用水。”该小区物业
总经理史源波告诉记者，与此同时，小
区内绿植灌溉喷头均采用地插全圆旋
转微喷头，微喷灌溉范围较常规喷头
范围更广，用水更少，人工更省。据
悉，该污水处理设备日均可处理350
立方米的生活污水与雨水。

设备建起来，运营维护离不开人，
王略作为该小区工程主管，确保设备
的正常运行是他每天的工作。“现在还
好些，夏季时温度高，小区里绿化树树
枝干枯，养护又是一笔支出。”王略说，
这套水循环系统的使用，既解决了物
业管理经济上的压力，又达到了节约
用水的效果，小区、居民都受益，通过
管网的铺设，与小区景观池、绿化灌溉
喷头实现连接，用于小区喷泉用水、绿

化灌溉以及道路清洁。
在澄迈县，像碧海金珠花园这样

的节水型小区共有21个。2020年以
来，澄迈县持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节水工作中，将
景观、绿化用水与河流用水的循环系
统构筑在一起，同时也让节约用水的
观念深入人心。

“我一般都用水槽洗菜，有时候水
槽用水量大，我就用脸盆把洗第一样
菜的最后一遍水用来洗第二样菜，这
样就能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陈格
珊对记者说，自从提出创建节水型社
区后，她便从节约每一滴水做起，在生
活中处处“抓节水”。

陈格珊今年67岁，是小区的“活跃
分子”。居民常念叨的淘米水浇花等

节水小常识，她都落到了实处，自家养
的13盆盆栽便是靠着淘米水长起来
的。“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从点滴做起，
环保工作才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陈格珊的眼里，小区是个大家庭，她
也努力号召周边的居民共同参与。

抓节水是“六水共治”中的一个重
要的环节。对此，澄迈县创新支持方
式，加大资金保障。县财政局按照水
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规定，加大对方
案中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的
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节水
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立节水
投资稳步增长机制，积极探索“以奖代
补”等方式对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给
予资金补助。

（本报金江3月3日电）

澄迈已建成21个节水型小区，水循环系统将生活污水变废为宝

“喝”下污水可循环 吐出清流能养鱼

本报海口3月 3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磊）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纪
委监委3月2日召开的清廉国企建设暨
公交线网“革命”推进会上获悉，海口市
公交集团将实施清廉公交“十项举措”，
通过100余条线路的1400辆公交车在
全市范围内大力宣传清廉文化，进一步
提升海口公交广大职工的反腐倡廉意
识，向广大市民传播崇德尚廉理念。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清廉是福 清
廉海口”为核心理念，分宣传动员、组织
实施和总结提升等3个阶段进行，城市
公交车及候车亭将成为此次清廉文化
宣传的重要载体，结合海瑞精神等海口
本地清廉文化元素，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公交线路打造清廉公交专线，并利用公
交候车亭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等优势，
将格言警句、廉政书画等清廉文化引入
公交候车亭公益广告宣传栏，通过寓廉
于乘、寓教于行，让广大乘客在乘车途
中感受清廉文化，营造尊廉、崇廉、倡
廉、促廉的良好社会风气。

此外，此次活动以党建宣传栏为固
有阵地，打造清廉文化走廊和文化墙，
通过开设清廉课堂、观看警示教育片、
参观清廉教育基地、开展清廉知识测试
等形式，以考促学、以学促廉，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与此同时，该集团将
按照一级访一级、逐级负责的工作原
则，制定廉政家访工作机制，把廉政家
访作为了解干部、温暖干部、监督干部
的有效方式，将监督触角延伸到“八小
时之外”。

记者还从会上了解到，该集团积极
推进公交线网“革命”，重点聚焦线路过
长、过绕、重复率高等线路规划设计不
合理问题，去年12月以来共优化调整公
交线路18条，接下来将以乘客需求为导
向，打造“快、干、支”多层级地面公交线
网，及时调整客流量低、降幅大的线路，
落实永久性公交场站规划建设，并结合
公交专用道建设，试行公交信号优先，
提高公交运行速度，打造与海南自贸港
建设相适应的公交服务体系。

海口1400辆公交车助力清廉文化宣传

倡廉警句“坐”上车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习霁
鸿 邓海宁 特约记者单云鹏 通讯员颜
灵峰 林藜）海口将于3月3日至5日在
全市各镇街新设置56个便民临时核酸
采样点，为特定人群免费采样检测核
酸。检测时间为每天上午 9：00～11：
30，下午3：00～5：30。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3月3日从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的。

根据通告，免费采样检测对象包括：
2022年2月17日（含）以来有天津市、2
月24日（含）以来有三亚市旅居史的人
员，凭行程码采样；健康码为黄码的人
员，凭健康码采样；纳入《海口市重点人
群核酸监测系统》管理的人员，由现场工
作人员通过《全员核酸检测信息采集平

台》中的“日常核酸采集”模块扫健康码
或身份证确认后采样。

通告提出，新设置的临时采样点仅
为上述3类对象采样，其他愿检尽检人
群按常规到固定核酸检测服务医疗机
构采样。

此外，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了
解到，14天内有三亚市旅居史、天津市
旅居史的人员，凭48小时两次（间隔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办理登机手续
（持有48小时1次核酸阴性证明旅客，
在机场采样后登机；前往北京地区的旅
客需等待至采样出结果，凭2次核酸阴
性证明登机），无48小时两次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的接送机人员不允许进入候
机楼。

海口新设56个
便民临时核酸采样点

为3类人群开展免费检测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马珂）
如果平时很关心我省医疗工作，对于医
疗服务改善方面有建议，不妨来应聘省
卫生健康委（以下简称省卫健委）招聘
的社会监督员。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省卫健委获悉，该委拟向社会征集30
名社会监督员。

据悉，聘任范围为在海南省内常住
的居民，年龄在22至65岁之间，无违
法犯罪记录。可从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人员、新闻媒体、
各类社会团体及协会、大学生、热心群
众中择优选聘。

省卫生健康委将对符合条件的报
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择优聘任，并对
聘任的社会监督员发放聘书。社会监
督员实行聘任制，聘期一年。申报聘任
社会监督员人员需填写《海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社会监督员信息表》（扫二维
码进行申报）。聘期内未履行社会监督
职责或其他原因不宜担任社会监督员
的，将予以解聘。

省卫健委面向社会征集
30名社会监督员

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兜
医圈儿】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口市教育局发布2022年海口市
中考单报生报名须知，明确在海口报考
的中考单报生3月8日起可网上报名。

据悉，中考单报生类别包括：海口
户籍、外省初中毕业应届生，海口户籍
（或学籍）的往届生，外省户籍和学籍、
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八年级生
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单报生是海口户
籍、外省初中八年级学生。

根据要求，网上报名时间是3月8
日8：30至15日 17：30。现场提交报
名材料纸质版时间：4月13日8：30至
15日17：30。

所有考生均须提供以下材料：海口

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考生提交材
料清单及承诺书，考生本人户口簿复印
件，应届生提交加盖公章的全国中小学
生学籍信息系统学籍基本信息、往届生
提交毕业证复印件，以及淡蓝色背景电
子照片。

户籍不在本省的考生还需提交相关
居住证明，户籍、学籍均不在本省的高层
次人才子女，报名时须提供法定监护人
高层次人才认定书、人社部门调动审批
表、现单位聘用劳动合同、户口簿（证明
与高层次人才关系）的复印件等材料。

此外，申请照顾加分的考生还需按
2022年省、市优惠照顾政策等相关规
定提交材料。

海口中考单报生
8日起可网上报名

三亚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系2月28日确诊病例的婆婆

33月月33日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在海口市琼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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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1400辆公交车将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宣传清廉文化。通讯员 张磊 摄

本报屯城3月3日电（记者李梦
瑶）3月2日，在省农业农村厅产业发
展处、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的牵线
搭桥下，来自省内外的二十余家农产
品种植与加工企业齐聚屯昌县，通过
面对面交流与实地考察，初步达成一
批投资意向。

当天，在屯昌举行的座谈会上，该

县有关部门详细介绍了屯昌黑猪、南药
等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总体规划以及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情况，让在场不
少企业家从中“嗅”得商机。

当天，屯昌县政府与省农产品加工
企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海南王品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与
屯昌县政府签订初步合作框架协议。

二十余家农企赴屯昌考察
初步达成一批投资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