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高懿 通讯员 徐红豆

“现在过江管已经扩孔穿管成功，
管套也穿过河床，污水压力管正进行
水压试验，试验成功后即可将其从管
套处拖拉，最终连接南渡江两岸市政
污水管网，不日便将顺利竣工。”5月
23日，在澄迈县永发镇污水处理厂施
工现场，工作人员李芳旭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然而，由于原施工单位窝工停工，
永发镇污水处理项目曾一度滞后。省
纪委监委对澄迈进行“4·13”监督检
查时，发现永发镇污水处理项目等污
水处理设施出现停水停工问题，并于
2020年初向县委反馈了上述问题。
对此，澄迈县委召开问题立行立改专

题会，专题研究“4·13”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分解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推动问题整改。

2020年10月，永发镇人民政府
对项目进行重新招标推进，并将原项
目设计未涉及到的镇区污水入户收集
管统筹考虑、一并设计，确保镇区污水
应接尽接。但是，由于重新招投标后
的项目施工范围扩大、工程量增加、过
江管道设计方案变更、过江管道施工
难度大等原因，项目进展较为缓慢。

今年3月，针对“4·13”监督检查
整改工作推进会指出的项目未按时限
完成整改问题，澄迈县委第一时间召
开“4·13”监督检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部署会。会上，县委主要负责人要求
明确责任分工和整改期限，从思想认

识再提高、立行立改再提速、举一反三
再摸排、建章立制再深入四个方面抓
好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县
委办督查室建立定期调度机制，每季
度调度“4·13”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
况，做到紧盯问题不放，压紧压实整改
责任。

澄迈县纪委监委将问题整改情况
纳入县“4·13”专项监督，通过制定一
个方案、“三张清单”（任务清单、监督
清单、问题清单），采取“室组地巡”联
动、“一盘棋”推进、监督检查直达末梢

“一竿子”到底等方式多次现场协调、
督促、推动项目建设，督促整改工作有
序推进。

整改牵头单位澄迈县水务局认真
查摆工作机制、监管机制存在的漏洞
短板，制定8项保障措施，实行专班统
筹调度、业务归口推进的工作运行模
式，要求运营单位提前介入指导厂区

污水处理运行工作，不定期进行实地
抽查人员值班制度落实情况。如今，
永发污水处理厂已进行通水调试，厂
区运行正常，其配套污水管网工程也
已完成原设计工程量约99%。澄迈
县水务局与永发镇政府联合开展实地
抽查，督促施工单位加快项目收尾及
调试进展，确保项目早日完成调试收
尾工作。

永发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
管网项目整改工作是该县通过落实

“4·13”问题整改推动污水治理工作
的一个缩影。

为推动问题整改落实，该县纪委
监委持续深化“日常监督+集中监督+
专项监督”模式，对整改事项定期开展
督查，跟踪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发放
整改提醒函4份，并建立整改约谈机
制，对问题整改措施不够、措施不力，
进展缓慢的及时约谈提醒，对问题整

改逾期的加大督办力度，进一步压实
整改责任，深化整改成效。

澄迈县水务局举一反三，积极推
动水环境治理，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农
村污水治理建、管、用一体化工作，对
8个建制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季度考
核，对处理出水进行水质检测，在县
城地区开展地下排水管网排查检测
工作，组织开展乡镇污水管网接户排
查统计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做到应
接尽接。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动‘4·13’
监督检查，压实整改责任，系统推进

‘六水共治’攻坚工作，建立健全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日常管理和有效管护的
长效机制，逐步健全服务质量指标体
系，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
水平，最大限度发挥污水治理效能。”
澄迈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本报金江5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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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城5月25日电（记者张
期望）5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临
高县生态环境局获悉，针对该县农村
生活污水存在的问题，5月24日，该
局召集项目施工、监理、设计、运维等
单位及管理人员召开了整改专题会
议，将对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并要求
各施工单位对发现的问题按时保质整

改。5月25日下午，临高县政府还约
谈了部分项目施工、监理、运维单位负
责人。

5月24日，本报“海报监督”栏目
刊发报道《民心工程为何脏臭“添
堵”》，报道了临高县临城、波莲、皇桐
等多个乡镇的农村污水处理项目疑似
空转、污水处理站旁污水横流；个别污
水处理项目早在2019年就已被省人

大常委会执法组检查时指出问题所
在，但至今未整改好等情况。

报道刊发当天，临高县生态环境
局立刻召开专题整改会议，并作出了
整改工作部署。会议要求相关单位
充分认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严峻形
势和问题整改重要性，坚持问题导
向，举一反三，抓紧抓实抓细整改工
作。根据工作部署，临高县生态环境
局将对全县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项目展开全面排查，建立问题台
账，明确责任到人，按时保质完成整
改任务。

针对报道所指出部分农村生活

污水项目存在的问题，临高县生态
环境局不回避、不推脱，并在报道刊
发当天开始整改。据了解，头星村
罗文、头星两个村民小组内污水处
理项目目前还未竣工验收。5月24
日、25日，临高县生态环境局召集施
工、监理等单位负责人前后两次一
同到两项目现场展开调查，并快速
作出了整改方案。该局已要求施工
单位立即返场施工，将管道接入污
水处理站，并对污水横流的雨水沟
展开清污工作。

《民心工程为何脏臭“添堵”》一稿
中指出，皇桐镇美香村美香村民小组、

波莲镇多贤村多贤上村民小组、临城
镇龙茶村龙茶村民小组内3个排污站
尾水口无出水疑似空转。5月24日当
天，临高县生态环境局已要求负责运
维的海南第四建设有限公司派员前往
排查，截至5月25日记者发稿时，已找
到上述3个排污站问题所在并已解决。

临高县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林明表示，为全力做好临高县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目前已安排施
工单位对已建设未验收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项目的接户情况进行查漏补
缺，做到应接尽接，让政府的惠民工程
落到实处。

全面排查 建立台账 按时保质

临高全面整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

聚焦“4·13”监督检查 抓整改 见成效

澄迈以“4·13”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

举一反三落实整改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弘扬雷锋精神 学习先进榜样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邓春林是一家公司的会计，被公
司停发工资多月，上有老下有小的她，
生活一度困顿。

杨久芝是一家公司的消杀员，夜
里工作被一辆货车撞倒并从身上压
过，住院治疗5个月找不到责任单位。

王萌是一家酒店员工，无端被一
男同事殴打未得到公正处理，绝望得
差一点轻生。

三亚市一群女律师为她们奔走呼
号，撑起法律保护伞，为她们讨回公
道。三亚市这群女律师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三亚市巾帼维权行动女律师
法律服务团。

为陷入困境的她们撑起保护伞

邓春林在三亚绿野发展有限公

司从事会计工作十多年。2020年，
公司先是只给她发最低生活费1600
多元，后来直接无端停发她工资多
月。这也导致她全家生活没有着
落。

“我找公司讨说法，有关人员说你
告去。那时我连生活费都没有，哪有
钱去告。”邓春林说，三亚市巾帼维权
行动女律师法律服务团李安律师得知
情况后，给她提供法律援助，经过法院
两次审判，近日，她拿到法院二审判决
书，法院判公司赔偿她各种经济损失
7万多元。

杨久芝2019年受聘一家公司，从
事非洲猪瘟消杀工作。当年5月的一
天晚上，她和同事在三亚市一个高速
出口开展消杀工作，一辆小货车经过
撞坏了消杀工具，她和驾驶员理论要
求赔偿，驾驶员不但没有赔偿，反而开

车撞倒她并逃逸。
“身上多处受伤，住院治疗5个多

月，花费10多万元，因为肇事驾驶员
是酒后开车，货车没有买保险，虽然法
院判肇事驾驶员赔偿30多万元，但肇
事驾驶员没有赔偿能力，他入狱一年，
没有给我一分钱的赔偿。”杨久芝说，
在她绝望的时候，三亚市巾帼维权行
动女律师法律服务团指派王洪玲、梁
惠、戴鸳三位律师接力给她提供法律
援助，最终通过劳动仲裁，裁决她工作
的单位赔偿她各种经济损失13万余
元。

3年提供法律援助300余次

三亚市巾帼维权行动女律师法律
服务团由海南同玺律师事务所主任于
江涛律师在三亚市司法局、三亚市妇
联支持下于2018年 3月8日发起成
立。于江涛律师执业20多年，曾获全
国妇女儿童维权先进个人、海南省三
八红旗手等荣誉。

“20 多年前，在我刚刚取得律
师执业执照的时候，我就主动在三
亚市 妇联担任公益法律顾问工
作。在多年的妇女儿童维权过程
中，我意识到，仅靠少数几个律师
做公益的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是远
远不够的。因此，我联合三亚市一
批热心公益、有爱心的律师成立三
亚市巾帼维权行动女律师法律服
务团，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
及时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于江
涛说，女律师团成员全部通过法律
执业资格考试，凭借过硬的专业能
力和女性特有的细心与耐心，她们
以法律和柔情化解纠纷与心结，争
当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宣传员和解
说员，致力于用法律服务为妇女儿
童撑起“保护伞”。

三亚市巾帼维权行动女律师法
律服务团成立以来，坚守初心使命，
积极维护广大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
入社会弱势群体，对农村贫困妇女、

城市下岗女工、受困少年儿童监护
人、下岗职工等提供义务法律咨询；
开展宪法、婚姻法及反家暴法专题法
律讲座；做客“法治三亚”栏目以案说
法；助力三亚市妇联“六一亲子运动
会”“中寥村妇女维权法治课”“国际
禁毒日走进戒毒所”“巾帼禁塑法宣
活动”等公益活动；40多家律师事务
所 68 名女律师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3672 小时，提供法律援助 300 余
次。这个团体先后获得三亚市三八
红旗集体、海南省三八红旗集体、全
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荣
誉。

王萌在阮慧连律师帮助下重新
振作起来后，她给三亚市巾帼维权行
动女律师法律服务团送来一面写着

“追求正义扶弱小 为民服务救命恩”
的锦旗。她说：“曾经我认为女人是
弱者，经历这事后我知道要坚强起
来。”

（本报三亚5月25日电）

三亚巾帼律师团3年提供法律援助300余次,为妇女儿童撑起法律保护伞

法律援助，她们一直温暖“在线”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原庭长钱志勇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劳文）日前，省纪委监委对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一庭原庭长钱志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钱志勇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反工作
纪律，不正确履行审判职责；违反生活纪律。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判决、工程款拨付等方面
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钱志勇身为长期在人民法院工作的党员领导
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执法犯法、以案
谋私，大肆干预插手司法执法活动，大搞权钱交易，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
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
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办公会议
研究，决定给予钱志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
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海口教师韩熠光：

捐髓救人不声张
照常上课如往常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5月25日，海口市第二中学高一（15）班的学
生们发现，每天在教室后门“监视”他们的那双“眼
睛”不见了。从代课老师口中得知，他们的班主任
韩熠光被学校强制“停课”3天。

原来，韩熠光为南宁一个6岁男孩捐献了造
血干细胞后依然坚持照常上课。学校希望他能歇
一歇，因此责令其“停课”回家好好休养身体。

韩熠光是一位有21年教龄的高中地理老师，
也是一名老党员。热心公益的他，从2001年开始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400毫升。听
说捐献造血干细胞能拯救更多人，2008年他留
下血样，成为一名中华骨髓库志愿捐献者。“希望
自己也能像其他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一样，
为他人送去生命的希望。”

韩熠光的心愿没有落空——2021年9月，他
的HLA（白细胞抗原）血液与南宁一个罹患地中
海贫血的男孩配型成功。当海南省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向韩熠光确定捐献意愿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下来。“这个男孩和我儿子年龄相仿。如果因为我
的帮助，能让他就此摆脱病痛、快乐成长，我会感
到非常欣慰。”韩熠光说。

受疫情影响，造血干细胞捐献手术一直延迟到
今年5月23日。在捐献造血干细胞之前，还需要连
续注射4天动员剂，以促使体内的造血干细胞活跃
起来。为了不耽误给学生上课，韩熠光瞒着同事和
学生丝毫未有声张。他每天监督完学生早读后，独
自骑上电动车到医院注射，然后又匆匆赶回学校。

“高中生时间宝贵，我不想耽误学生一节课，
也不想给其他老师添麻烦。”虽然注射完动员剂
后，有手脚乏力、腰背酸痛等不良反应，韩熠光依
然每天坚持站着给学生上好每一堂课。

“在注射动员剂期间，韩老师还带着学生到琼
崖一大旧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线上家
长会，尽职尽责地完成班主任工作。”该校高一年
级教师程世高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5月22日晚9点半，韩熠光一直“盯着”学生
上完晚自习才离开学校。第二天，因造血干细胞
捐献采集要持续一上午，韩熠光只能以“家里有
事”为由，请一位老师顶替他上了两堂课。这也是
整个捐献采集期间，韩熠光仅有的一次请假换课。

24日，韩熠光又和往常一样，上午7点10分
准时出现在了早读课上。而此时，已有老师从海
南省红十字会的公众号上知道了韩熠光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事，并很快在全校传开。

“老韩，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从没听你说”“你昨
天才做手术，今天怎么又来上课了”……在同事们
的追问下，韩熠光才说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来龙
去脉。当得知虽然海南省红十字会已为韩熠光拟
好向学校请假的公函，但他还是坚持回到教学岗
位后，校领导“强制”其回家休养3天。

5月25日，当韩熠光在家享受“强制”公休假
时，海南省红十字会那边传来好消息——受助男
孩已成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顺利的
话，1个月后该男孩的造血功能达到正常水平便
可出院了。

“韩老师，respect（尊重——编者注）！”“老
师，您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敬佩”……除了同事们
的称赞，不少韩熠光以前教过的学生看到他的事迹
后，也纷纷通过微信留言为其点赞。“我只是做了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
注。希望通过这件事，给学生们一个正面的引导，
激励他们以后做一个有爱心、有益于社会的人。”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

5月24日，在海南医学院
法医鉴定中心，工作人员进行
业务交流。

据了解，能力提升建设年
活动开展以来，海南省公共法
律服务管理局找准问题，精准
发力，制定十二条针对性措
施，全面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切实推动司法鉴定事业高质
量发展。

海南省共有32家司法鉴
定机构，执业范围涵盖法医类、
物证类、声像资料和环境损害
四大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提升鉴定水平
促进司法公正

进入海口美兰机场候机楼
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5月2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根据
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要求，即日起，美兰机
场取消所有出港旅客及接送机人员需凭48小时
1次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进入航站楼的政策要求。

据了解，因各地管控要求存在差异化，部分目
的地城市仍需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材料，请有
出行计划的旅客从海口乘机出发前，同步参考目的
地机场和所搭乘的航空公司的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