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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在德，廉洁在志’，一个人
若想要做到廉洁就必须先做到自
律。廉洁，是一种高尚的社会品德。
要想做到廉洁，就要做到两袖清风，
不贪污，不腐败，不受贿。”近日，上海
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初一学生
沈睿宸在给父母的廉洁家书中这样
写道。同时，该校还邀请学生家长代
表录制视频“隔空回应”，动员学生做
家长的“廉政监督员”。

三亚市第九小学同样加强了家
校联动，通过开展“爸妈大讲堂”等系
列活动，充分发挥校园廉政文化的辐
射带动功能，进而推动家庭、学校、社
会的廉政文化教育。

坚持光盘行动、主动帮助父母做
家务，“监督”家长要诚实守信、不说
谎……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
学学生家长梁姗姗对孩子近期的变

化十分欣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
中开展廉洁教育十分必要，能帮助树
立敬廉崇洁的价值观。”

教师是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成长
的引路人。“学校将师德师风建设作
为推进“清廉学校”建设的主抓手，开
展了师德研讨交流、师德标兵评选等
活动，促进全体教师敬业爱岗，廉洁
从教。”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
学党支部书记方正明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教育
部门积极探索廉洁文化教育新路径，
通过制作廉政沙画视频、廉洁教育读
本等方式，推动构建敬廉崇洁、廉洁
从教的校园环境，达到教育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
效果。”三亚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三亚5月17日电）

三亚大力推进“清廉学校”建设，积极探索廉洁文化教育新路径

“清”风润桃李“廉”花香满园

向非法捕捞“亮剑”

三亚集中销毁
3000余斤涉案渔网

本报三亚5月17日电（记者李梦楠 通讯员
张科 吴昊）5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海警
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管理，实现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日前，该局集中销毁依法
没收的12张共3489.4斤涉案渔网，有效惩治非法
捕捞违法犯罪行为。

据悉，行动当天，该局严格按照《海警机构涉
案财物管理暂行办法》，对涉案渔网进行了认真清
点、核对、登记造册，并采取人力裁剪方式进行物
理破坏，随后将其运往无公害处理厂做无污染式
销毁。同时，邀请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三亚市
天涯区凤凰公证处派员到场监督，确保涉案财物
销毁过程公开、公正、规范。

据介绍，下一步，三亚海警局将持续加大禁渔
期海上巡逻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违
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渔业生产秩序，确保辖区海
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在三亚市第九小学学
生的画笔下，“廉洁”的物
像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
花，是只留清气满乾坤的
梅花；

在一场场情景剧、辩
论赛中，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三亚学校学生对
“廉洁”一词有了更为深刻
的感悟：不仅指清白高洁，
不贪污，还有知节俭、讲诚
信、守法律；

在学生写给家长的一
封信里，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亚附属中学一名家长体
会到，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才会形成静水流深的力
量。涵养清廉家风，需要
父母言传身教……

从活动到作品，从笔
尖到心间，数月来，在三亚
市纪委监委的指导下，三
亚市教育局组织全市中小
学校将“清廉学校”建设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和教育教
学中，形成学校重廉洁、教
师树廉洁、学生崇廉洁的
良好风尚，并充分发挥家
校一体教育机制，让廉洁
文化如春风化雨，滋润鹿
城大地，全面助力“清廉三
亚”建设。

“同学们，你们知道‘廉洁’是什么
意思吗？”近日，在三亚市第九小学五
年级八班的一节主题班会课上，班主
任梁倩一抛出问题，学生们争相举手，

“是不贪污，不拿不应得的钱财”“是为
人正直，做事光明磊落”……

当天，梁倩以“扬廉洁正气 润少
年心田”为主题，从小组讨论到古今清
廉小故事、家风故事分享，引导学生们

在融洽的交流氛围中，加深对廉洁文
化的理解，引导学生从身边的点滴小
事感悟廉洁文化。

“原以为‘廉洁’这两个字离我们
小学生很远，是大人的事，可在同学们
分享的家风故事中，我们明白了不浪
费、不攀比、讲诚信，继承革命先辈艰
苦朴素的家风，也是廉洁，廉洁其实离
我们很近。”三亚市第九小学五年级八

班学生孙倚桐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

校初一五班的主题班会上，同学们则
以“廉洁建设主要靠自律还是他律”为
辩题，展开激烈的辩论。作为反方一
辩，学生黄运新提出个人观点：“廉洁
建设，外在靠规范约束，内在靠信念引
领，自律和他律同等重要。”

这是在三亚市纪委监委的监督推

动下，三亚各中小学校多渠道、多层
次、多角度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
动的具体体现。从主题班会、手抄报、
致爸爸妈妈的一封信到廉洁文化书画
创作大赛、校园小喇叭广播等，这些形
式新颖、内涵丰富的活动，让学生们的
参与感更强，感触更深刻，寓教于乐的
方式引导青少年崇廉爱廉尚廉，让廉
洁文化浸润校园。

寓教于乐 | 校园学廉有声有色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三亚
多所中小学校，发现廉洁元素融入校
园文化建设中，让人眼前一亮：耳熟能
详的廉政小故事、诗词，以宣传展板、
绘画作品、文化墙和文化长廊等形式，
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生动展现。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
该校学生韦家钰创作廉洁主题的沙画
作品以视频的形式在大屏幕上滚动播
放，吸引过往学生纷纷驻足观看；宣传

栏上，叶圣陶、张桂梅等廉洁从教的事
迹引人深思，引领师生汲取榜样力量。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在校园内外各
个角落下功夫，营造廉洁校园环境。在
校门口、宣传栏、警示牌、围墙等醒目位
置，张贴悬挂清廉教育宣传标语和警
句；在校内文化长廊开设特色“清廉教
育”文化展示，营造廉洁校园氛围。

一个个校园文化“微阵地”的打
造，让廉洁文化可感可触、入脑入心，

于潜移默化之中将清廉种子深植学生
心中，教育引导扣好“清廉扣子”。

树廉洁之心，行廉洁之事，做廉洁
之人。“参加了学校举办的系列活动，
让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同学之间不互
相攀比，不抄袭作业、考试不作弊，就
是廉洁公正的好学生标准。今后我要
严以律己，做一名清正廉洁的人。”上
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学生燕美
如说。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教育战
线的神圣使命。三亚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吴萍表示，三亚通过开展“廉
洁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
教师廉洁从教意识，培塑青少年清正
廉洁的品格，在校园中营造崇廉尚洁
的浓厚氛围，4月以来，该系列吸引了
三亚近6万名学生参与，同时通过“小
手拉大手”的形式，构建全方位的廉洁
教育体系。

润物无声 | 打造廉洁文化阵地

家校联动 | 社会劲吹廉洁之风

三亚吉阳区多举措推进
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

“秸”尽其用 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罗娟）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三亚市吉阳区获悉，该区多举措推
进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探索秸秆粉碎还田
等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使农作物秸秆实现变废
为宝。

为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三亚市吉阳区
农业农村局在各村（社区）大力推广秸秆粉碎
还田技术，不断探索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
制。由引进企业在各村成立农业生产服务队，
对秸秆分类进行粉碎还田或清运离田，清运离
田的秸秆经过技术处理后生产为肥料或生物
燃料。

三亚市吉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秸秆粉碎还田技术不仅解决了秸秆的焚烧问题，
保护了环境，同时可以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建立高
产稳产农田，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环境改善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吉阳区已在大茅、罗蓬、中廖等村
庄实施秸秆粉碎还田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下一
步，吉阳区将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技术，促进
土地增肥增产，打造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积
极向群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露天焚烧带来
的危害，进一步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全力消除
火灾隐患。

白沙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破口，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水清河畅润心田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李业勇

“自今年3月中旬动工至今仅2个月时间，项目进度已达24%！”5月17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珠碧江居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施工现场，多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铺设主管网及支管网事宜。该项目业主单位有关负责人黄东介绍，目前工程进展顺利，接下来
将转入水厂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几乎同一时间，白沙西部地区供水工程、打安镇卫星居、荣邦乡大岭居中心水厂等“保供水”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中。按照规划，白沙将
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破口，持续发力打赢“六水共治”攻坚战，奋力把白沙建成更为生态宜居的家园。

5月17日，在白沙牙叉镇污水
处理厂污水排放口，经层层处理达
标才排放的中水，顺畅地从该排水
口汇入南叉河支流，最终流入松涛
水库上游。

而就在上周，在这片并不算宽
敞的水域，生长着成片的水浮莲，目
测覆盖水面的面积达1亩多。牙叉
镇镇长符锦云介绍，成片的水浮莲
不仅会阻碍水体流动，还会给病菌
提供孳生地，容易破坏饮水资源，因
此，常态化开展水浮莲清理工作容
不得半点拖延与马虎。早在5月初，
经排查，牙叉镇共有7个村（居）的水
域生长水浮莲，面积共计有4300多

平方米；经过连日来持续攻坚，目
前，牙叉镇存在水浮莲的水域正在
被陆续清理干净，这也为水体顺畅
及水质安全提供了保障。

“抓早控小，通过动态巡查与常
态化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做到一旦
发现水浮莲就及时清理，有效杜绝
水浮莲大面积蔓延。”白沙河长制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白沙
将结合“六水共治”工作，协调各乡
镇进一步压实各级河湖长及河湖管
护人员的职责，同时借助无人机航
拍扩大排查范围，边查边改、立行立
改，确保高质量完成水浮莲清理“百
日大战”攻坚行动。

“专人专岗，盯工期，抓进度，一
定要让各乡镇的治污水、保供水等
项目如期建成投用。”白沙水务事务
中心副主任李俊介绍，自今年以来，
白沙乡村安全饮水、污水处理等工
作相继开展，“水”载项目的新发展
模式开始呈现。

据介绍，今年3月中旬，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2 年度
第二批集中开工活动中，白沙集
中开工12个项目，其中，涉及“六
水共治”的项目共有8个。按照工
期，白沙七坊镇珠碧江居污水处
理及配套管网工程、打安镇卫星
居中心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荣
邦乡大岭居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
工程等6个项目将于2023年 9月
竣工，而金波乡牙加村委会南公

沟排水工程、阜龙乡天堂村南水
吉沟防洪堤治理工程将于今年12
月竣工投用。

“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大干快
上，狠抓质量，推动项目早投产、早
达效。”白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白沙正在充实水治理技术支撑
团队，与治水领域的集团公司建立
长期交流合作机制，在农村饮水安
全、生活污水处理等领域，加大基础
设施一体化建设，并通过项目包装
运作，吸引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进
入，推进治水专业化、市场化。同
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高效推动任务落地，让广大群众在

“六水共治”中不断提升获得感与幸
福感。

“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破口，集
中力量打好治水攻坚战。”白沙治水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
白沙正在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要求，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破口，通
过强化组织保障、系统谋划，全面推进
整治水环境、遏制水污染、保护水资
源、保障水安全等工作，高质量高标准
推动白沙生态文明建设。

在“治污水”领域，白沙将重点打
好“城镇截污纳管、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产养殖污染
治理”等攻坚战，以提高集中收集率、

运行负荷率、达标排放率为目标，强力
推进城镇管网建设。

在“保供水”方面，白沙正在大力推
进西部地区供水工程进度，加快重要水
网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同时，加快县域
在建城乡供水项目实施等，使“大动脉”
与“毛细血管”建设并举形成一张立体
网，推动构建县域高质量水网。此外，
白沙还继续实施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环境问题摸排工作，建立“一源一
案”，切实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等。

与此同时，白沙还协同相关部门
全面开展堤防、水库、水闸等水利工程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做好“防洪
水”工作；有序开展县城及各乡镇排水
防涝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建立完善
信息系统，落实“排涝水”各项举措；实
施全县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提
高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水回收率，开展
田间输水渠道维修改造等，落细“抓节
水”各项工作。

白沙治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在高质量推进“六水共治”工作的
同时，助推白沙建设成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本报牙叉5月17日电）

攻坚清理水浮莲A

力推饮水及治污项目B

高质量推进“六水共治”C

白沙新任科级干部
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海口开班

本报讯 （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5月
16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新任科级干部能力提升
培训班（第一期）在海南大学开班，来自白沙各
乡镇、各部门新提拔的部分科级干部共计45人
参加培训。

白沙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室负责人介绍，本
期培训班从5月16日开始至20日结束，培训内容
包括“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解读”“海南传统
生态文化及白沙的路径创新”等多项课程；旨在利
用海南大学优质的培训资源，给白沙新任的科级
干部“加油充电”，帮助大家克服“本领恐慌”，这也
是白沙深入推进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的一项重要
举措。

据了解，本期培训班由白沙县委组织部主办，
海南大学承办。

白沙多举措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宣传接地气
处罚有力度

本报牙叉5月17日电 （记者曾毓慧 通讯
员陈权）连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各乡镇和相关
部门紧紧围绕秸秆禁烧工作迅速开展专项督
查、宣传和执法等，确保白沙空气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

白沙县委督查室主要负责人介绍，近日已派
出四个督查组深入全县11个乡镇，通过座谈、查
阅资料和实地访谈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乡镇秸秆
禁烧工作开展情况，旨在有效推动各乡镇进一步
落实落细相关工作。“近期已组织拍摄了群众喜
闻乐见的宣传短视频，也录制了音频，正在通过
村村通应急广播等平台推出，让秸秆禁烧的宣传
工作更接地气。”白沙融媒体中心主要负责人介
绍，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持续加大对秸秆禁烧
的宣传力度。此外，各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也纷纷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责，切实做好禁止秸
秆焚烧工作，为白沙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扛起应有
担当。

据了解，白沙持续加强对秸秆焚烧等行为的
巡查和处罚力度，截至目前，已在秸秆露天焚烧
方面立案13宗，结案11宗，在办2宗，罚款6000
元。“我们还和各乡镇联动加强对县城周边、村
庄、稻田、菜地等高发地带的巡查力度，及时遏
制了秸秆焚烧的势头，有效防止火灾，减少污
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白沙综合行政执法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协同各村居干部加强秸秆禁
烧宣传工作，切实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

位于白沙境内的松涛水库上游。 （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

近日，三亚市第九小学举办家风故事分享会，学生代表上台分享他们的家风
故事。 通讯员 范婉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