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至13日
海南岛局地大到暴雨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习霁鸿）据海南
省气象台5月10日消息，11日至13日，海南岛多
地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

北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中部，多云有雷阵雨

东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西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南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

北部，多云有雷阵雨

中部，多云有雷阵雨

东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西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南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

北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中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东部，多云有雷阵雨

西部，多云有雷阵雨

南部，多云有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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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4·13”监督检查
抓整改 见成效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朱天艺

绵绵阴雨“掩”不住佛罗溪畔的绿
意盎然。5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田头村，一眼
望去，佛罗溪弯弯的河道沿瓜田向远
处延伸，河边的水泥路上，车来人往；
低头看河，黑色小鱼在一池碧水中成
行穿梭。

田头村村民吉训南这些年来一直
在佛罗溪沿岸种植哈密瓜，看着昔日
的“臭水沟”变成了潺潺清河，多年来
蹚着走的泥巴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
路，他忍不住向海南日报记者感慨：

“没想到半年多时间能有这么大变

化。现在我们散步经常走到这条路上
来，这是我们田头村的美丽风景。”

污水横流，蚊虫孳生，13.5公里
长的佛罗溪多年来以雨水为“源”，由
于没有足够的水流量，加之上游养猪
场及周边鱼塘、虾塘的违规排放，导致
河道堵塞，污染严重。

2021年 11月，省纪委监委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后（以下简
称“4·13”监督检查），向乐东反馈了
佛罗溪污染整改中存在的问题。

“‘4·13’监督检查催促我们在完
成‘治标’工作后，下大力气开展‘治
本’工作。检查组特别指出了上游养
猪场排污问题，引起了县里的高度重

视。”乐东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李三平介绍，“4·13”监督检查反
馈问题后，乐东第一时间召开整改推
进会议，会上对佛罗溪问题进行点名，
明确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将问题整改作
为当前第一要务，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认真排查，确保整改到位。同时，乐东
立即启动党政同责专题督办，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先后3次带队调研佛罗
溪生态环保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县水
务局、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以及佛
罗镇、黄流镇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全面
整改到位。

黄流镇政府对佛罗溪上游排污的
赖元村养猪场、新民村养猪场进行拆
除。乐东县农业农村局在前期开展整
治沿线虾塘养殖污染源工作的基础
上，对佛罗溪流域存在约 300 户近
1000亩的哈密瓜种植基地药肥污染
水源风险开展排查整治，引导并推广
了哈密瓜水肥一体种植技术工作。

如今，佛罗溪生态治理工程和佛
罗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已
建成并投入使用，全面改善了佛罗溪
现有水质，有效避免了佛罗溪的污水
直排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经监测水
质发现，佛罗溪水质已达到V类以
上。佛罗溪沿岸存在直排污染的上
游养猪场和虾塘、鱼塘等污染源已做
到应拆尽拆，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染源
直排问题。

“扛起属地职责，我们建立完善常
态化巡查工作机制，巩固整改成果，坚
决从源头避免再产生类似污染问题。”
佛罗镇镇长张寿宇说。

据悉，包括佛罗溪生态环保问题
在内，“4·13”监督检查组向乐东反馈
了11个问题，目前已完成整改销号3
个，其他问题也取得阶段性整改成
效。针对反馈问题，乐东县委高度重
视，先后多次召开书记专题会、县委
常委会和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整改工作。出台专项检查发现问题
整改工作方案，制定39项具体整改
措施，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分类整理，
压实责任，形成合力，限期整改，并抓
好长效长治。

此外，乐东县纪委监委也通过压
实县级分管领导责任、全过程跟踪监
督、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等方式，
督促整改责任落实到位。同时，对

“4·13”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所涉及的
问题线索实行快查快办，以严肃问责
倒逼整改到位，成效达标。

乐东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该县纪委监委将持续深化对省
纪委监委“4·13”监督检查反馈问题
整改的监督执纪工作，对监督发现整
改工作中存在失职失责或“不作为、乱
作为”等干部作风问题，将依纪依法从
严从快查处，切实推动问题整改提速
增效，按期完成。

（本报抱由5月10日电）

乐东做细做实“4·13”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完成佛罗溪污染治理工作

有力监督守护清水潺潺

海南印发方案
切实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加强中小学生
欺凌综合治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金浩田）近日，
省教育厅印发《海南省2022年中小学生欺凌综合
治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方案》，从5月起陆续推出
省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提供的
中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学习资料，营造良好教育环
境，切实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现中小学生遭受到欺
凌、疑似受到欺凌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应当及时制止、了解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同时立
即向班主任、学校报告。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
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

教职工发现学生实施或疑似实施欺凌行为
时，应当及时制止，立即向学生所在班主任和学校
报告；发现学生有明显的情绪反常、身体损伤等情
形时，应当及时沟通了解情况，如可能存在被欺凌
情形，则应当及时向学生所在班主任和学校报
告。同时，教职工应当关注因身体条件、家庭背景
或者学习成绩等可能处于弱势或者特殊地位的学
生，发现学生存在孤立、排挤等情形的，应当及时
干预，并向班主任和学校报告。

省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设在省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联系电话：0898-
65336491。其他地市级、县（市、区）防治学生欺
凌工作部门联系方式可关注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
获取。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王培琳 通
讯员黎其伟 陈育霖）5月9日起，海口
市水务集团联合中国人保正式面向海
口市民用户推出涉水理赔服务“水惠
保”，特别针对漏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与服务纠纷两方面，为用户做好理赔
兜底保障工作，最高可赔付357万元。

海口“水惠保”包括家庭版保险和
企业版保险。其中，在家庭版保险中，
200元保费的总保障金额为202万元，
300元保费的总保障金额为357万元。

该项保险除了针对水管破裂、房屋
漏水、下水道反水、邻居家及公共物业
漏水造成损失提供保障，还覆盖了自家
财产、水费损失和第三者损失保障。对
于家庭财产遭受火灾、爆炸、台风暴雨
等自然灾害、盗抢、银行卡盗刷、燃气意
外等保险保障也做到应保尽保。

用户购买保险后若发生漏水情
况，可根据流程拨打24小时理赔热线

“95518”进行理赔申请，经鉴定符合
漏水理赔条件、因漏水、自然灾害等现
象造成财产损失，就可以通过中国人
保获得补偿。

海口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水惠保”保险服务将有效减少用户的
经济损失，提升供水服务水平。

海口推出涉水
理赔服务“水惠保”
最高可赔357万元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文贝

微风徐徐，碧波荡漾，河面倒映两
岸绿树，远处青山层峦叠嶂，一幅美丽
的山水画卷跃然眼前……5月9日，在
万宁市北大镇境内的龙滚河畔，有骑行
者忍不住停下脚步欣赏这美丽风景。

但不久之前，龙滚河可不是这般
“明镜”模样。彼时，水浮莲大量繁殖
挤占了水下生物的生存空间，这里的

河面被水浮莲覆盖、水体脏污发臭、河
道行洪受阻。随着全省水浮莲清理

“百日大战”攻坚行动的铺开，北大镇
开启整治行动，被水浮莲侵占的河道
得以“重见天日”。

“我们用了整整一个月，才把河面
上的水浮莲全部清完，清理面积约60
亩。”谈起水浮莲治理，北大镇东岭居
党委书记陈运川颇有心得，要找准清
运工具、要用通水性的人、要善于“防

微杜渐”……陈运川介绍，流经东岭居
的龙滚河段全长29公里，且河面宽、水
深，不适用挖机作业，只能用船。

“租了两条船，找了6名会游泳的
工作人员，每天到河里清运。”陈运川
说，水浮莲繁殖速度极快，而且东岭居
的河段在下游，遇上下雨，上游的水浮
莲就会漂下来，若不及时清理，很快就
会大面积覆盖河面。

对此，北大镇东兴居牛漏田居民
小组的居民解光圣深有体会，只要下
大雨，他准要跟着去河里清理水浮莲。

“我们一般会用挖机进行清理。”解

光圣说，村里有一座桥连通两边村道，
但桥面较低，下雨时，上游漂下的水浮
莲无法通过，全部堆积在桥的两边，甚
至覆盖桥面，严重妨碍河道行洪。

清理水浮莲只是第一步，大量的
水浮莲清运上岸后该如何处理？对
此，北大镇给出的答案是——探索“变
废为宝”之路。

“我们将清运上岸的水浮莲运到比
较空旷的场地进行碾压，并利用阳光将
其晒干，有村民曾尝试将晒干后的水浮
莲用来沤肥，并将其当做槟榔等农作物
的肥料，效果非常不错。”北大镇党委委

员、武装部长傅力功说，北大镇将进一
步探索水浮莲转化为“农家肥”的可行
性，让清运上岸的水浮莲“有处可去”。

据介绍，北大镇将“水浮莲清理”
行动作为“六水共治”的重要抓手，充
分发挥村级河湖长、党员和志愿者的
力量，集中对所辖河流、湖泊、水库等
开展大排查，通过消灭存量、遏制增量
两个方面，集中在汛期、雨后等时期，
对全镇河流水域的水浮莲进行集中清
理，并探索完善“上岸”水浮莲处理机
制，降低水浮莲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本报万城5月10日电）

万宁市北大镇加大水浮莲治理力度，探索“变废为宝”之路

清理水浮莲 河道复清爽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海南推行“2+3”健康服务包

7月将启动
重点人群主动筛查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马珂）
5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启动
实施高血压、糖尿病和结核病、肝炎、严
重精神障碍健康服务包（以下简称“2+
3”健康服务包）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7
月起，我省将针对高危、重点、易感等人
群（以下简称重点人群）有序开展主动
筛查，同步启动大众人群“应查尽查”工
作，并做好诊断和规范治疗与管理服务
工作。到2022年底完成不少于50%的
重点人群“应筛尽筛”工作。

据介绍，今年，我省在琼海、东方和
保亭（覆盖约110万人）全面开展“2+3”
健康服务包省级试点。省级财政安排
了5052万元（其中3个试点市县3032
万元）“2+3”健康服务包专项补助资金；
我省依托海南省医共体信息管理平台
开展了“2+3”健康服务包信息系统建
设，目前该信息系统正在加快建设中，
力争6月30日前在试点地区上线运行。

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刘诚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王
晓桃）海南日报记者5月10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
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刘诚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2澄迈大丰荔枝乡村旅游嘉年华于5月10日在澄迈县大丰荔枝观光园启动。该活动将通
过“电商助农+主播带货+达人团购+抖音大丰荔枝品牌秀”的新媒体营销矩阵，进一步推广大丰荔
枝和澄迈乡村旅游品牌。图为果农在荔枝园里采摘荔枝。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出台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
培养工程实施方案

育好“法律明白人”
走好乡村法治路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司
法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
普治办联合印发《海南省乡村（社区）“法律明白
人”培养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基
层法治人才保障。

《实施方案》强调，“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围
绕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
分发挥“法律明白人”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
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参与基层治理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推动基层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提供有效法治保障，为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奠定坚实法治基础。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6月，平均每20
户至少培养1名“法律明白人”，基本形成培养机
制规范、队伍结构合理、作用发挥明显的“法律明
白人”工作体系，努力建成一支素质高、结构优、用
得上的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队伍。

琼山区举办廉政文化主题活动

琼剧进基层 廉韵拂民心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王芬）“琼山自古多贤
良，清官海瑞压群芳，清正廉明人称
颂，‘海青天’名扬四方……”乐曲声
声，丝丝动人，锣鼓阵阵，悠悠廉韵。

5月10日上午，琼剧《清官海瑞》
在海口市琼山区上演，正式拉开了本
年度“5·10”（我要廉）“琼剧进基层
廉韵拂民心”主题活动的序幕。这已
经是琼山区连续15年开展“5·10”廉
政教育系列宣传活动，让“我要廉”廉
政文化浸润人心。

琼剧《清官海瑞》首演，用“戏剧
唱廉”润心；“以清为美 以廉为荣”
廉政倡议墙签名，用“誓廉留影”加

压；签订廉政承诺书，用“诺廉存
档”增畏；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代表发
言，用“践廉表态”促行……一波波

“廉”操作，让活动有形有声、效果
入心入脑。

据悉，《清官海瑞》以海南地方传
统戏剧琼剧为媒介，选取海瑞之母教
子有方和海瑞拒礼秉公执法两幕剧
情，生动演绎了海瑞的优良家风和刚
直廉明的品性，为群众解读了一代清
官海瑞的清廉密码，呈现了一台“以
艺劝廉”的廉政大戏。尤其是在看到
海瑞位居要职却拒绝贺礼、公正廉明
震慑“打白条”官员时，大家都不约而
同热烈鼓掌。

“《清官海瑞》，以古唱今，用艺术
之美涤荡人心；廉政墙签名，誓廉留
影，定格下诺廉的画面，让我心生敬
畏，感触良多。”“海瑞清廉，离不开他
母亲的谆谆教导，家风对孩子成长太
重要了，我一定要当好贤母、廉内
助。”“用琼剧讲述廉政大道理，这种
形式非常好，我们老百姓爱看，也深
受洗礼。”在场的党员干部群众纷纷
感慨。

据介绍，琼山已连续15年开展
“5·10”廉政教育系列宣传活动，均取
得了良好反响。《清官海瑞》琼剧演出
是琼山区今年“5·10”廉政教育系列
活动之一，也是“清廉琼山”建设的举

措之一，接下来该区还将推动该剧在
全区基层巡演。

为扎实推进“清廉琼山”建设，琼
山区精心打造了“琼剧唱廉”“书籍写
廉”“中心研廉”“廊巷宣廉”“茶馆说
廉”“公约比廉”“云上话廉”“视频演
廉”“演讲讲廉”“家庭评廉”“公开督
廉”“调解暖廉”“便民享廉”等15项
清廉文化创建活动，为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烹制了“色香味俱全”的廉政教
育系列套餐。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纪委，琼山
区委、区政府联合举办，相关部门、
单位负责人以及群众代表参加活
动。

妃子笑荔枝
抢“鲜”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