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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通过培养致富能人
带动逾3万人就业

本报讯 （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林森森）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各市
县登记造册农村劳务经纪带头人
达 1934 人，带动农民就业逾 3 万
人。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了解到，我
省通过培养大批致富能人，以致富
能人创业带动群众就业，发挥带头
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经济和社
会效应。

不仅仅是培养致富能人，我省
还培养一批农村劳务带头人和乡
村匠人，提高就业组织化程度。其
中，文昌、乐东、昌江、琼中、白沙
等市县为农民工开通“务工直通
车”，跨地区、“点对点”输送 4414
人前往省内相关市县和广东、福建
等地务工。

海口再增7条
公交助学定制专线
将于4月29日开通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郭萃）为进一步
扩大学校辐射范围，确保运力精准投放和师生精
准接送，海口公交集团将于4月29日新增开通海
口中学7条公交助学定制专线，至此公交助学试
点学校达到2所，累计开通专线9条。

据了解，海口公交集团继开通海南中学美伦校
区2条公交助学定制专线后，积极响应海口中学提交
的学生公交出行需求，规划7条公交助学定制专线，
共配置14辆公交大巴车。策划出最佳运行路线及停
靠站点，覆盖了主要居民区，方便学生就近上下车，为
师生提供校门到家门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了部分家
长接送难题，让学生的上学路更省时省心。同时，也
减少了疫情期间学生在出行途中不必要的接触。

根据学校每周末放学时间，线路运营时间为
16：40、17：00，寒暑假、节假日等学校规定的非上
课时间不发车。票价为2元，办理公交卡可以享
受5折优惠，线路开通当学期学生刷卡免费乘车，
下学期开始付费乘车。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马
珂）“五一”假期将至，人员流动和聚集
愈加频繁，疫情发生风险增加，海南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发布《关于做好“五一”假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要求，所有来琼返琼
人员严格实行“落地检”。

《通知》要求对涉疫区来琼返琼人
员，要严格落实48小时内2次核酸阴
性证明登机（车、船）要求；对国内低风
险区来琼返琼人员，凭48小时内1次
核酸阴性证明入琼。

加强来琼返琼人员管理。所有来
琼返琼人员，要严格实行“落地检”，做
到不漏一人。对入境未满28天的抵
琼人员，严格落实“14+7+7”的闭环
管控及后续健康监测。对近14天内
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来琼返琼人员，
实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上海
市、吉林省等涉疫区旅居史来琼返琼
人员，实行“7+7”管控措施；对哈尔滨
市、苏州市、徐州市涉疫区旅居史来琼

返琼人员，实行“3+11”管控措施；其
他涉疫区来琼返琼人员，要严格落实

“3天2检”和居家健康监测措施。
《通知》要求14天内有涉疫地区

旅居史人员，抵琼后立即向所在社区、
单位或入住酒店报告，配合属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
个人健康监测；各市县对推送的重点
协查人员，要做到24小时清零，做到
人数查清、人头查清、位置查清、管控
情况查清；因管控措施未落实到位造
成疫情扩散的，要严肃追责。各市县、
社区（街道）、乡镇（村居）要落实属地
责任，主动加大排查力度，做到一人一
档、不漏一人，并明确管控责任人；对
需要隔离医学观察的，一律实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有特殊情况的，需经属
地指挥部严格评估同意后，实行居家
隔离观察。在隔离医学观察期间，严
格落实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咳嗽、发热
等症状，立即报告属地卫健部门转定
点医院治疗。

建立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充分

发挥医疗机构和药店的“哨点”作用。
严格执行发热患者诊治规定，突出抓
好各类小诊所、小药店、小医院等机构
管控，加强预检分诊制和首诊负责
制。对就医购药人员加强流行病学
史、旅居史询问，全面落实实名登记、
追踪随访等制度，确保发现异常情况
第一时间报告处置；重点行业、重点人
群继续做好常态化定期核酸筛查，人
员流动性大的行业或单位，假期结束
后可组织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通知》要求做好交通出行疫情
防控。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公共交
通工具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日常清
洁、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开展健康
宣传，提醒旅客按要求佩戴口罩，保
持安全距离。加强对旅游、交通等行
业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和管理，工作
期间做好个人防护。针对近期部分
省份发生跨区域货车司机感染的问
题，交通运输部门既要做好跨区域货
车司机等高风险人员的筛查工作，也
要确保物流畅通。按照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
通保畅工作的通知》、省疫情防控指
挥部《关于调整优化来琼货车司乘人
员疫情防控措施的紧急通知》等要
求，严格实施货车司机“即采即走即
追+人员闭环管理”的举措，避免层
层加码，确保物流通行顺畅。

从严落实重点场所防控措施。学
校要严格抓好校门管理，入校落实管
理措施，对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和出
行轨迹进行动态跟踪，确保返校时安
全健康。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批发市
场、影院剧院、网吧酒吧、餐馆酒店、乡
村民宿等公共场所和机场，要分类完
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做好通风、公
共区域清洁消毒，专人专岗落实体温
筛查，以及地点码、健康码、行程码“三
码”联查。在公共区域配备75％的酒
精或免洗手消毒液免费供顾客、游客
使用。加强出入流量控制，减少等待
排队时间，切实降低人员密度。三亚、
陵水等重点市县人群聚集、密闭的娱
乐酒吧等场所应暂缓开放。

《通知》要求规范开展旅游景区疫
情防控。旅游景区按照不超过日最大
承载量的75%有序接待游客量，落实
分时预约制度，引导游客错时错峰旅
游；加强对旅游景区公共场所、设备设
施、游览安全等重点区域或环节的体
检式检查，确保安全开放、安全游览；
实时动态监控重点区域人流量，及时
做好风险评估，加强对出入口、重要参
观点、休息餐饮区、缆车上下站等区域
的巡视值守，一旦发生人员聚集，立即
进行分流疏导；强化旅游景区和餐饮
企业的饮水、食品和环境卫生，最大限
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五一”期间严格控制大型文艺演
出、展销促销、庆典庆祝、大型会议、培
训讲座等活动，按照非必要不举办、能
线上举办的尽量采取线上方式、严格
控制线下人数的原则执行；300人以
上的会议、会展等活动要制定完善的
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并报同级疫情
防控指挥部审批；提倡“红事缓办、白
事简办、宴会不办”。

我省部署“五一”假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到琼人员严格实行“落地检”

海口推出五一假期
旅游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韦世新）4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从4月30日至5月3日，
在海口百方广场每晚举行“我爱海口·星空美食
嘉年华”市集活动；在海口世纪公园推出“向海而
歌，活力海口”城市海岸派对。

据了解，星空美食嘉年华市集现场不仅有乐
队演出、草坪露营等精彩活动，还有酒店厨师为
参加活动的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美食体验。同
时，30余家特色品质美食商户也将为市民游客带
来麻辣钵钵鸡、香辣小龙虾、蛋糕甜品、新鲜水果
切等美食，以及琳琅满目的鲜啤、特调鸡尾酒
……各种创意菜品将打开市民游客味蕾。

五一期间，海口世纪公园自由野营区搭建了
帐篷、天幕，并设置了海岛下午茶和夜幕酒吧区，
市民游客在这里，伴随着现场音乐，欣赏海口美
丽的日落，感受海风轻抚的惬意，还可以携好友、
家人体验飞盘游戏、迷你高尔夫、羽毛球等运动，
享受海口惬意的“慢生活”。

专线1（海口中学至五源河公寓A区）

专线2（海口中学至新埠岛）

专线3（海口中学至海口高铁东站）

专线4（海口中学至国兴大润发）

专线5（海口中学至高铁城西站）

专线6（海口中学至万达广场）

专线7（海口中学至省政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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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拓宽
通行便捷

4月25日，拓宽后的
海口火山口大道。

据介绍，海口火山口
大道拓宽工程已经于日前
完工通车。拓宽后，火山
口大道由原来的2车道扩
容为4车道，可大大缓解
绕城高速连接西海岸片区
重要干道的交通压力，使
海口城区交通路网得到进
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阻击战整体战主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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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鸣鸟飞，草木葱茏，水流汩汩
……4月的屯昌县中建居三队，一幅
苍山滴翠、绿意浓浓的生态画卷徐徐
铺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几年前，这
里还是满目疮痍的山体、满山遍布的
矿渣。

改变，得益于一场矿山复绿行动
的开启。

2019年，群众举报称位于中建居
三队的胜万石场存在水洗石粉后废水
直排问题。接报后，有关部门赶往现
场发现，该石场废土料堆放不规范，一
到雨季，大量砂土随雨水流至矿山下，
导致附近南蓬河成为“牛奶河”。

为打好采矿场环境整治攻坚战，
屯昌县委、县政府随即对胜万石场全
面开展环境整治，按照“谁开发谁保
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确定由屯
昌县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合力督促、矿
山企业为主体的整改机制，对存在的
问题逐个挂号整改，大力开展“复绿”
行动。

“我们通过削坡、修建水沟和挡土
墙以及沉沙池、覆土复绿等措施，消除
地质灾害隐患，实现矿区应绿尽绿。”
胜万石场有关负责人表示，与此同时，
该石场及时清理处置多余的废石、废
渣，对加工区域全面硬板化，并对土质
边坡进行绿化，对河沟进行清理，有效
修复“生态伤疤”。

经过不懈努力，如今矿山早已变
了模样：沙尘遍地的现象不复存在，曾
经的荒山荒地既可以种植槟榔、橡胶
和马占木等经济作物，又可以种植玉
米、水稻、胡椒等农作物，矿山周边的
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天变蓝了，胜万
采石场也升级为屯昌现代化采石场示
范点，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020年9月至今，屯昌有关部门
分多次对胜万石场及南蓬河共6个监
测断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各监测
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这意味着，胜万石场导致的“牛奶河”
污染问题全面整改完成。为确保整改
问题不反弹，屯昌县生态环境局还将
每月对胜万石场出水口、南蓬河开展
一次水质监测，及时掌握水质数据。

“屯昌花岗岩资源丰富，过去几十
年来一直是海南中部最大的石材生产
加工基地，但过去由于环境保护意识
淡薄，忽视了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导
致矿区周边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屯昌
县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以胜
万石场的生态整治行动为契机，接下
来该局还将继续联合有关部门全面推
进全县绿色矿山建设，通过加强动态
巡查、深挖污染源、加强联合执法、落
实主体责任，确保不留生态赤字。

屯昌加快落实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修复“生态伤疤”再现秀美青山

矿山复绿披“新装”

水草摇曳间一条木栈道蜿蜒向前，几
只野鸭低头翘尾觅食，涟漪泛起惊得水下
游动的鱼儿四处藏匿……4月26日，位
于屯昌县屯城镇文旦村附近的文赞水库
畔，几名油画爱好者支起画架，起笔之间
一幅湿地生态美景图跃然纸上。

眼前的这一幕，与之前的文赞水库形
成鲜明对比——彼时，这处水库里漂满垃
圾和水葫芦，大面积黑色的水体依稀可
辨，宛如一处大型臭水池。

“周边多个生活污水排污口直接排入
水库，部分周边居民长期向内倾倒生活垃
圾，再加上水库来水量少、流动性差，自然
导致水体死气沉沉。”屯昌县水务事务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该县启动建
设城区生态水系连通工程，随着补水截

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一系列“药方”
的开出，文赞水库水质逐渐由劣V类净
化为Ⅲ类，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水生态
系统。

如今，登上文赞水库廊桥，可以看到
水上栈道、水上喷泉等相关游憩、景观等
配套项目陆续建成，环湖道路实现硬化、
亮化、绿化，昔日的臭水池已然蜕变为一
处供居民休闲游憩的生态湿地公园。

文赞水库之变，是屯昌开展“六水共
治”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1月 25日，屯昌召开“六水共
治”现场推进会。在过去3个月的时间
里，该县多部门联动，在推进机制建立、调
查摸底、顶层设计、谋划项目、智力支撑、
宣传发动等方面下功夫，以水环境综合治

理为突破口，系统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
涝水、防洪水、抓节水。

“为使‘六水共治’工作形成闭环，我
们制定了县‘六水共治’工作督查考核实
施方案与细则，并组成4个考核组深入8
个镇开展实地督查，确保工作落实落细。”
屯昌县水务事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与
此同时，该中心聘请水利部退休专家“坐
诊开方”，并开展培训活动，为“六水共治”
提供智慧支撑。

“我们每月常态化对全县 138 条
（座）河湖库的 255个断面进行水质监
测，目前已完成对龙州河上游350个排
污口的排查工作，从源头确定了责任主
体。”屯昌县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外该局以激励补偿手段推进龙州

河（屯昌）流域综合整治，并投入398万
元建设良坡水库水质自动监测站和国控
点龙州河温鹅自动监测站，逐步补齐治
水短板。

为掀起“六水共治”新热潮，屯昌还以
“3·9”保护母亲河日、“世界水日”“中国
水周”等时间节点为契机，今年累计组织
1500多名志愿者和干部开展节水、护水
等志愿服务活动，营造全民爱水、护水、节
水的社会氛围。此外，结合“清四乱”专项
整治活动和六大整治工作，屯昌今年各级
河长落实河流巡查共2522人次，各级湖
长落实湖库巡查共2303人次，确保应巡
尽巡、不留死角，凝聚起“六水共治”的强
大力量。

（本版策划/撰文 孟瑶 林小丹）

屯昌多措并举掀起“六水共治”新热潮

拦污水引活水 水体顺畅“呼吸”

在屯昌县屯城镇文赞湿地公园，居民在桥上拍照留念。 方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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