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本报那大5月 26日电 （见习
记者曹马志 记者林书喜）5 月 25
日上午，站在儋州天角潭水利枢
纽工程工地，放眼望去，附近的北
门江水域已经被成片的水浮莲铺
满，看不到江面。

为切实保护水环境安全，儋
州市水务局当天联合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建管部及各参建单位，
发挥重点项目水利工程作业优
势，聚焦北门江水域，携手打响清
理水浮莲攻坚战。在北门江畔，
儋州市水务局、市河长办的工作
人员在岸上清理、搬运水浮莲，保

护流域生态环境。
“北门江全长约69公里，流域

面积超过 600平方公里。经过前
期排查，我们发现天角潭附近的
水浮莲成片分布，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在清理活动现场，儋州
市水务局河湖管理科科长陈新宇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已联合
工程建设单位集中清理，以最快
的速度清除水浮莲。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工程数
十名参建人员手中拿着一个清理

“神器”——长达两三米的钢钉
耙。“这是我们工人用木棍、钢筋

焊接制作的，简易但结实耐用。”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建管部部长
王浪在江边将钢钉耙伸进水里，
很快将纵横交错的水浮莲分开一
部分钩到水边，方便挖掘机配合
集中铲走。

“不仅有钉耙，还有镰刀、砍
刀等，都是自制的。”王浪笑着告
诉记者，这些都是他们在多次实
践中开发的“最趁手的”工具。原
来，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开工近
两年来，项目部就把水浮莲清理
列为“规定动作”，不定期组织施
工人员和工程机械，清理周边流

域的水浮莲。
北门江流域是当前儋州全市

水浮莲清理行动的一角。儋州市
水务局副局长孙守山介绍，经过
摸底调查，该市目前需要清理水
浮莲的流域面积达 40 多万平方
米。该市坚持“边查边改、立行立
改”的原则，实行“发现问题-上
传台账-集中清理-及时销号”的
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清理专项行
动 7月 10 日前完成。此后，该市
还将开展“回头看”，持续开展好
巡河工作，因地制宜逐步探索建
立水浮莲长效管控机制。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本报记者 叶媛媛

登上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的
初心塔，九曲江、龙滚河在红树林
中蜿蜒流过。河岸草木葱茏，白鹭
翩飞，一幅美景映入眼帘。

5月26日清晨，一艘小船由远
及近，在水面上缓缓游动，只见一
人掌舵，另一人躬着身躯，打捞湖
面上零星的水浮莲。

博鳌镇政府主任科员谭振刚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早在今年 3
月，该镇已组织工作人员在沙美村
附近水域开展水浮莲清理工作。

近段时间，沙美村尝试了多

种水浮莲清理手段，“针对零星生
长的水浮莲，我们主要采用人工
收割、机械船收割等方法，针对大
片的水浮莲生长区域，则通过植
保无人机喷施的方式高效清除。”
谭振刚介绍。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清理现
场看到，在工作人员的操控下，一
台满载石蜡油溶剂的无人机稳稳
起飞，待行至水浮莲区域，呈水雾
状的溶剂在空中飘散开来，洒落在
水浮莲上。

“在药物的作用下，45天内水
浮莲将自然死亡并分解消失，运用
这种方式不仅对环境无污染，对水
生动植物安全，还能降低清理成

本，无需人工打捞，提高工作效
率。”谭振刚说，使用该技术以来，
沙美村已清理水浮莲约310亩，附
近水域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清除水浮
莲危害，沙美村在多地设置了水浮
莲危害宣传栏，号召当地群众参与
水浮莲清理、保护河湖的行动。

尽管沙美村水浮莲清理已
初见成效，但谭振刚仍有不少忧
虑。他告诉记者，沙美内海是多
条河道交汇的入海口，上游部分

“漏网浮莲”及河道里丰富的营
养物质顺流而下，容易在入海口
区域沉积，加之水浮莲是一种生
命力极其旺盛的水生植物，一不

留神就肆意生长。
“水浮莲清理并非一日之事，

我们久久为功，任重而道远。”谭振
刚信心十足地说。

小船渐行渐远，行过之处泛起
阵阵涟漪，水面逐渐恢复平静，白
鹭“点缀”在红树林枝头，美丽乡村
又重现昔日光景。

博鳌镇沙美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冯锦锋表示，下一步沙美
村将在持续做好水浮莲清理和管
控的基础上，对沙美区域内河道进
行约 5 公里长、20 米宽的清淤工
作，并复植更多红树林，加强生态
修复，美化环境。

（本报博鳌5月26日电）

琼海博鳌沙美村开展水浮莲专项清理

“逐”绿而行 久久为功

儋州清理北门江水域水浮莲

自制清理“神器”保护流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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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打击诈骗宣传月

白沙全警联动
守住百姓“钱袋子”
成功返还涉案资金32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少勇）今年以
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共立案电诈案件40起，
同比下降24.5%；落查“两卡”线索60条，打掉收贩
卡团伙4个；破获本地和外省案件51宗，抓获犯罪
嫌疑人62名；成功返还被害人涉案资金合计32万
余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该局获悉的。

为完善反诈工作体系，该局建立反诈领导小
组，制定工作方案，组建工作专班，积极构建“全警
反诈、全民反诈”的工作格局。各部门、各警种严
格落实“四位一体”工作要求，通过上级部门专业
人才挂职和合成作战队伍组建，全面实现高效对
接，开辟打击“快车道”。持续严打“两卡”违法犯
罪，深挖组织开办和买卖银行账户、手机卡的幕后
黑手，坚决斩断电诈涉“两卡”链条，从源头上遏制
犯罪。为加大反诈宣传力度，该局还建立21个

“县局-派出所-社区”三级宣传防范电诈工作群，
及时向群众传达最新的防骗及预警信息。

日前，该局反诈中心接到居民符某正在遭受
“杀猪盘”诈骗的线索，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机制，
联系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开展劝阻工作。但符某在
外地务工，拨打电话劝阻也被拒接。事态紧急，民警
当即转换思路，迅速联系符某家人。经家人联系，符
某及时识破骗局，及时避免15万元的财产损失。

本报五指山5月26日电（记者
肖开刚 谢凯）5月25日，针对海南日
报“海报监督”栏目近日报道的五指山
农产品交易中心闲置问题，五指山市
委、市政府组织番阳镇委、镇政府，五
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五指

山市供销社等机关单位负责人到现场
办公，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五指山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锡飞表示，五指山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五指山农产品
交易中心闲置问题，各方会立行立改，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在现场详细听取各方汇报，深入
了解五指山农产品交易中心闲置的问
题症结后，五指山市委、市政府要求各
方采取扎实有力措施，疏堵结合，有效
解决当地农产品交易不规范问题。一
是海南晨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运
营管理方，要按该项目建设用途规范
运营五指山农产品交易中心，维护该
中心用于农产品交易的用途不变；尽
快组织清理场地，完善设施设备配置，
定好合理的收费价格，为瓜菜收购商

进场收购瓜菜提供便利条件。二是五
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作为业
务主管部门，要督促运营管理方尽快
清除杂草、清理乱堆乱放设备等，腾出
空间方便收购商进场收购瓜菜；要监
督运营管理方按建设用途规范运营五
指山农产品交易中心。三是番阳镇政
府要做好收购商进场设点收购瓜菜的
引导工作，特别是冬季瓜菜收购旺季，
要动员收购商到五指山农产品交易中
心设点收购瓜菜，促进解决占道设点

收购瓜菜引起交通拥堵等问题。
据了解，五指山农产品交易中心

位于五指山市农业瓜菜大镇——番阳
镇，占地面积27亩，投资773万元，
2013年3月开工建设，2013年11月
竣工，建有冷藏库容量1500吨，7个
冷藏库，每个约200平方米，7个档
口。该交易中心的建设旨在解决当地
及周边乡镇农产品路边交易、田头交
易等问题，提升瓜菜交易集中便利度，
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五指山市委市政府组织现场办公会，推动解决农产品交易中心闲置问题

立行立改 确保整改到位
海南为端午假期旅游预热

多个景区景点
推出相关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5月下旬，海南多个市
县景区景点推出相关主题活动，为即将到来的端
午假期旅游预热。

5月19日以来，在海口市启动的“美好新海
南·环岛欢乐行”2022年（第四届）美丽海南乡村
主题游活动，将海口、澄迈、白沙、五指山、乐东、定
安、临高、万宁、东方、文昌、琼海、昌江等12个市
县景点“一线串珠”，游客可打卡各市县的美丽乡
村、椰级乡村旅游点。

5月20日以来，“乐游三亚”旅游消费券在携
程平台上面向全国游客发放。携程发布的数据显
示：从近期酒店预售交易额最高的目的地来看，三
亚位列全国前五名。三亚市相关部门联合携程集
团开启“乐游三亚”旅游消费券发放活动，最高满
减900元的消费券发放，使用范围包括酒店、景
区、游玩线路等多个场景。

5月19日以来，儋州市旅文系统开启主题为
“‘儋’味美食‘洋’溢舌尖”的2022年第六届北部
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暨东坡文化旅游月
活动，包括“儋”味美食博览汇、“洋”溢舌尖直播
秀、“轼”情画意体验游三大版块共11项主题活
动。其中，东坡文化研学游等主题游，将人文底蕴
与美食美景紧密融合。

我省举行禁毒公益进校园活动

守护阳光青春
共建无毒校园

本报讯（记者良子）5月25日下午，海南“阳
光少年计划-社区青少年滥用药物预防”禁毒公
益活动暨“禁毒教育移动公园”进校园活动在海南
工商职业学院附属学校举行。

活动现场，椰风韵禁毒社工为青少年学生讲
解毒品原植物知识以及新型毒品的知识与危害，
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与青少年学生一起参与
禁毒小游戏。活动通过师生自身参与体验学习和
社工讲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师生的参与热
情，有效提升学校师生参与活动积极性和学习禁
毒知识的主动性，切实提高学校师生毒品识别防
范意识和能力。

据了解，“禁毒教育移动公园”进校园活动以
校园为重要阵地，以创新毒品预防教育形式为抓
手，根据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特点，将单纯言教模式
拓展成为言教和身教相结合的沉浸式体验模式。
活动目前已在海口、三亚、定安等地先后开展了
50多场，受众学生2万多人，宣传效果较好。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主办，海南
省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协会、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
道办事处协办，椰风韵禁毒社工服务中心承办。

端午假期海口将举办
城市海岸派对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徐毅）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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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端午假期，海口将在世
纪公园举办“向海而歌，活力海口”城市海岸派对，
邀请市民游客“粽”享海口城市海岸的多彩午后和
浪漫夏夜。

据了解，“向海而歌，活力海口”城市海岸派对
由海口市旅文局、市商务局主办，活动于6月2日
至5日举办，通过主办方精心组织策划的海口自
由野奢计划、街头篮球挑战赛、花式篮球表演和投
篮体验活动、夏日热汗行动、隐藏玩家、波波椰快
闪及Cos互动、“趣味一夏”闯关赛、海口天空邮
局明信片互动游戏、“守护绿马 元气打卡”活动、

“花开美好夏日”人体感应互动游戏等十大精彩活
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融合户外野奢、体育赛
事、活力健身、亲子互动、草地音乐、游戏闯关等多
种玩法的休闲派对。

听障患者在乐城先行区
植入人工耳蜗后回归正常生活

关闭“静音键”
重回有声世界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闫路恺

“以前听不见歌声所以跟不上拍
子，今天体验了一节舞蹈课，感觉还不
错，”近日，36岁的武汉人代丽娜在抖
音发布了一条自己与朋友一起跳舞的
视频。视频中，作为听力障碍患者的
她与伙伴们一起律动，精准跟上每个
节拍。

代丽娜患有成人语后聋，也就是
听力障碍患者，原本听不见声音的她
为何能准确“掐”中音乐的节拍？代丽
娜说，因为乐城先行区给了她“新的”
耳朵。

“曾经我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辅
导儿女，与儿女玩耍的快乐。”代丽娜
回忆，自确诊成人语后聋后，除了生活
上的诸多不便，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听
不清、听不懂甚至听不见的恐惧还时
常压迫她，让她像独处在深海里的鱼，
生活中没有阳光。

为了能治好成人语后聋病，代丽
娜四处求医，当得知乐城已引进了国
际上的新型人工耳蜗后，她决定来乐
城就医。

初到乐城，第一次去见诊时，医
生寥寥数语就直接击中代丽娜的内
心，她回忆道，当时主治医生张劲对
她的家人说，这是因为她听不到，很
多像她一样的听障患者都有这样的
表现，更需要多一些包容，“当时我
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代丽娜
回忆，张劲的理解立马就得到了她
的信任。

2021年底，代丽娜在乐城先行区
成功植入国际最新型号的人工耳蜗，
并顺利开机。使用数个月后，代丽娜
过上与常人无异的生活。

2022 年春天，代丽娜尝试再次
求职。很快她就接到了面试的通
知。“我妈妈想要陪我去面试，被我拒
绝了。”代丽娜回忆道，乐城的新型人
工耳蜗给了她重新面对人生的勇
气。在面试中她对答如流，与常人并
无二样。在面试即将结束时，代丽娜
选择向面试官坦白，“我曾经听力不
太好，我戴了人工耳蜗。”她的坦诚与
自信也让她赢得面试官的认可，她被
录用了。

代丽娜告诉记者，是乐城帮她关
闭了人生的“静音键”，回到美好的有
声世界，也是乐城先进的人工耳蜗设
备和专业的治疗技术帮她收获新

“声”，重返工作岗位，“希望未来能有
更多人因乐城获益。”

（本报博鳌5月26日电）

250余家企业参加本月
省就业局线下公益招聘会

869名求职者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刘德焕）7家企业入场
提供 160 个岗位，递交的求职简历
多达 870 份，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 318 人。这是 5月 26日，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公益招聘会
免税行业专场的火爆场景。

据统计，今年5月5日恢复线下
招聘活动以来，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和邦路 3 号的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就业局）一楼公共招聘大厅，先
后举办公益招聘会7场，共有254家
企业入场揽才，累计接收求职简历
2128 份，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869人。

今年5月份，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就业局）线下公益招聘会的突出
特点，是按行业和群体举办专场招聘
会，助力用人单位与求职者进行精准
对接。

5月25日，在琼中女足训练中心，队员在认真训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采取“中心+学校”合作模
式，把遴选出的苗子集中在县内3所教育质量高的学校上课，成立10个足球班，配合训练时间制定专门的
课程表。如果队员们外出比赛、集训，学校还会专门派老师随队补课，尽可能为队员们提供系统、完整的文
化教育。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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