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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曹马志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垃圾去哪儿了？
6月5日上午，在儋州市生活垃圾

填埋场，昔日如山般的垃圾不见踪迹，
只留下一个三四十米深的大坑。填埋
场场长许林富说，148万多立方米的
陈年垃圾，刚搬去“新家”。

为何要“搬家”？从去年1月起，
海南16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全部关停，
不再接受新增生活垃圾处理，各地开
始逐步探索垃圾填埋场多年存量垃圾
环保处理“长效之道”。

搬，还是不搬？对儋州市来说，生
活垃圾填埋场的处理，成为一道看似
简单却棘手的选择题。

不搬？使用多年的填埋场已成一
笔生态负资产，对下游大型水库水质
是个“定时炸弹”。

搬？需要新找一块200多亩的土
地，最关键的是总投资超7亿元，花费
巨大。

为了答好这道选择题，儋州各方
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

看现在，更看长远

“干嘛花这么多钱搬，就地改造
不行？”儋州市环卫局办公室主任、生
活垃圾填埋场搬迁新建项目负责人
郑文杰透露，在项目前期论证评估会
上，儋州市各方和水利环保专家进行
头脑风暴，有人曾抛出过反对搬迁想

法，提出就地改造治污举措，以期用
较低的成本消除“生态疤痕”。

不搬真的可行？
看现在——该填埋场位于儋州

市那大镇那洋公路 15 公里处番真
村，四面被茂密的橡胶林、果林环
抱，地处天角潭水库汇流区内。“去
年关停时，填埋场已运转 11年，库
容饱和。”北京中咨华瑞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工程师段瑞芳介绍，填埋场
渗滤液污染了周边地下水，地表水
多项指标超标。

看长远——填埋场下游四五公里
处是在建的天角潭水利枢纽大坝，将
于明年底完工，库容近2亿立方米。
一旦水库蓄水，填埋场不搬的话，将可
能被淹没，届时会对水库水质造成严

重污染。
段瑞芳认为，填埋场已成生态负

资产，对整个流域生态堪称“定时炸
弹”。

治标，更要治本

“长痛不如短痛，搬！”儋州各方经
过多轮思想PK，最终达成共识——

去年11月25日，儋州正式启动
生活垃圾填埋场搬迁项目，包括原填
埋场搬迁和新建填埋场两个工程，同
步进行。施工方上海建工项目经理
范兴卫介绍，目前，前者已完成全部
生活垃圾清运，专业机构正进行评
估，加紧开展生态修复，将建设生态
绿地；后者已投入使用，建立了高标

准废气和渗滤液处理系统，确保空
气、水体排放达标。项目预计今年
11月完工。

“该项目总投资达7.39亿元。”儋
州市环卫局局长陈豪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儋州市将项目列为保护生态的重
点民生工程，如此大手笔投入，不仅是
为了搬走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更是
为了标本兼治，让生态负资产成为城
市发展正资产，守护好绿水青山。

陈豪介绍，除此之外，儋州已建成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进入

“全量焚烧”时代。目前，该厂日处理
生活垃圾量为1000吨，可满足儋州、
洋浦、临高全域以及白沙部分乡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需求。

（本报那大6月9日电）

一笔7亿元的垃圾“安家费”
——儋州生活垃圾填埋场搬迁背后的“生态账”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近日，文昌市东路镇美德村的
一块示范田里，新稻种“中科西陆4
号”水陆两用稻（以下简称西陆4号
水稻）迎来收获季。

“看，这稻子长得多好！”作为西
陆4号水稻的育种人，省农科院粮食
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效宁当起稻种
推广种植的“推销员”。

现场，来自全省的60多位农技
中心工作人员、种业企业负责人以
及种粮大户围在一起，查看西陆4号
水稻的生长情况。稻田里，稻穗沉

沉压下，清风拂过，稻香飘起……
稻子虽然长得好，可它有哪些

“卖点”？大家心存疑惑。
“这个水稻，耐旱。”省农业农村

厅种植业处二级调研员梁健生说。
海南需要耐旱的水稻？梁健生

的答案是肯定的。原来，每逢稻谷
育苗插秧的冬季，海南降水偏少，是
一年中最干旱的时候。而种植水稻
需要大量的水源，需水和缺水的矛
盾，如果无法调和，容易造成水稻减
产。为解决这一问题，经过省农科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技术人员一番研
究，在西陆4号水稻的基因里“植入”

耐旱特性。
“这种稻米尤为适合我省乐东、

昌江、东方等西部降水偏少市县。”
梁健生说，该品种既能够在水田种
植，也能够在旱坡地种植，同样适用
于撂荒地复种、高标准农田改造后
的水稻种植、冬季瓜菜地收获后轮
作改良土壤等。

据了解，美德村这片占地340亩
的示范田于今年1月18日播种。种
植期间，技术人员采取抛秧节水节
肥轻简高效栽培技术，不仅克服了
土地缺水问题，还在节约使用肥料
上下功夫，有效节约种植成本。

当前种植水稻缺乏劳动力，是我
省农村不得不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

“西陆4号水稻特别适合‘懒人
种稻法’。”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检验
检疫处副处长冯健敏说，所谓的“懒
人种稻法”，就是在不需要太多水源
的土地上，随意洒下西陆4号水稻稻
种，稻苗就可以茁壮成长，“相比起
传统插秧种稻的方法，这种水稻能
够节省大量的劳动成本。”

“真金不怕火炼，咱们广大种植
户可以多多考察这个稻种的品性，种
上咱们自己研发的稻种。”冯健敏说。

稻米品种究竟好不好，还得由种

过的人来评价。“这个品种性价比出乎
意料得高。”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李曲说，两
年前，昌江当地就有农民试种了西陆4
号水稻，“现在每亩可达1400斤，米饭
口感好，在市场上颇为畅销。”

一旁，一边听着专家和种植户
的介绍，海南旺禾农种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封羽武一边做着笔记。作为
种子销售商，他对西陆4号水稻很感
兴趣，“接下来我们将全力推广销
售，卖出好种子，让更多农民受益，
端好咱们自己的饭碗！”

（本报文城6月9日电）

省地质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正厅级）
曹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唐
俊）海南日报记者6月9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省
地质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正厅级）曹瑜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我省两起破坏海洋资源案依法宣判

5人被判承担
近百万元生态修复责任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清立 梁志杰）近
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宣判了5宗环
境资源诉讼案件，其中就包括海口海警局破获的
两起破坏海洋资源案，充分彰显了法院、检察院、
海警等部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打击涉渔违法行
为的决心。

据悉，海口海警局文昌第一工作站调查发
现，2021年伏季休渔期间，谢某4次组织船员
出海进行流刺网作业，非法获利46万余元；黄
某某违规组织船员 5次在文昌七洲列岛海域
附近进行流刺网作业，非法获利41万余元。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宣判，以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谢某有期徒刑 1 年 8 个
月，缓刑2年6个月，并判令谢某及李某等3人
承担 51万余元生态修复责任；以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缓刑 2
年，并判令黄某及李某承担 45万余元生态修
复责任。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杜韶光

万宁小海是我省最大潟湖，其治
理备受关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
指出，万宁小海海水水质从2013年Ⅱ
类恶化至2015年劣Ⅳ类。经过持续
综合整治，小海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22年1月小海水质（国控点）为Ⅰ
类，2月至4月均为Ⅱ类，水环境质量
呈现上升趋势，整改取得明显成效。

自整治工作启动以来，万宁开展
小海海洋环境调查、小海海域及周边
污染源调查、小海地形地质勘测等本
底调查工作，深入分析小海存在的面

积变小、水量变少、水质变差的主要
原因。

据调查分析，小海港北通道上遍
布着约2.5万口渔排网箱，形成约2.5
万个挡水墙，降低小海水动力，阻碍
小海与外海的水体交换，削弱小海自
净能力。同时，农村生活污水、养殖
尾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小海，以及农
业面源污染等因素对小海水质造成
污染。

在整治过程中，万宁市还聘请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国内知名科研院
所，利用近1年时间，进行小海水动力
及水工相关模型试验专项研究、小海

生态修复技术方案研究、小海底泥疏
浚及疏浚物资源化利用方案研究等

“三个专题”研究工作，构建小海治理
技术措施体系，并成立专家服务团队
提供技术指导，科学研究论证，为小海
科学治理“开方”。

找到“病灶”，如何治理小海？万
宁市通过退塘还海、修复红树林、实施

“活海”工程、治理片区污水等多管齐
下，以综合治理方式，系统化解决小海
水生态环境问题。

在退塘还海方面，万宁清退了小
海周边养殖池塘8693亩，拆除了港北
通道上渔排24594口，把侵占的滩涂
和海域归还小海。同时，万宁开展小
海红树林种植工程，从2020年12月
起在万城镇周家庄开建600亩红树林

示范段，截至目前，万宁已在小海边种
下了2700亩红树林。

在实施“活海”工程方面，万宁着
力恢复南汊道、拓宽港北口门，增强小
海水动力，提升小海自净能力。目前，
南汊道恢复、港北口门拓宽两项工程
已开工建设。根据预测，恢复小海南
汊道和拓宽港北口门后，小海的纳潮
量相比退排后增加34%至36%。

在治理周边片区农村生活污水方
面，万宁结合城镇污水管网建设，对小
海周边20个行政村、80个自然村的
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经测算，小
海周边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成投
入使用后，每年约有140万吨农村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切实解决生活污水
直排问题，较好改善小海水质。

进行退塘退排和生态修复后，万
宁小海水质不断改善，渔业资源不断
增长，与治理前相比，小海适养区内
万余名渔民捕捞户年均收入提高近
万元，“靠海吃海”的方式更绿色、更
可持续。

下一步，万宁市将巩固现阶段治
理成果，继续推进小海治理工程项目，
在治理工程实施后2年，使小海的水
质达到海水Ⅲ类标准；在治理工程实
施后5年，使小海的水质达到海水Ⅱ
类标准，基本恢复小海生态系统环境
服务功能，营造小海潟湖景观风貌区；
小海治理完成后，恢复和维持生态环
境优良的具有潟湖属性的小海，实现
小海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海口6月9日讯）

万宁小海问题整改成效初显

水复清 岸复绿 景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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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整改见成效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
（二期）项目开展招标工作
打造生态型陆路交通枢纽综合体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报
记者6月9日从海汽集团获悉，由该公司投资建
设的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二期）项目的相关招标工
作正在进行当中。

据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
布的《关于投资建设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二期）
项目的公告》介绍，该公司将投资建设海口汽车
客运总站（二期）项目，投资估算控制在4亿元
以内。

该项目拟打造集多种交通换乘及商业配套服
务于一体的生态型陆路交通枢纽综合体，项目建
设期共24个月，建设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和
进度安排分批投入使用。

我省加快推动
风电装备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陈俊 蒙广元）为落实海南超常规稳住工业经济大
盘行动措施，6月9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海口
组织第二场“风电装备产业专项工作日”活动，召
开推进风电装备产业发展专项工作会，加快推动
我省风电装备项目建设。

会上，各相关单位重点就我省风电装备产业
“母港”建设、完善风机设备运输条件等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应成立由风电整机制
造企业、配套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组建的产
业联盟，充分发挥好海南风电的“后发优势”，营造
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的产业生态，探索有效降低
成本的“抱团式”发展模式，形成行业影响力和产
业输出能力。

2022年“海南非遗购物节”
明日开市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杨
紫君）6月11日是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省旅文厅组织开展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海南省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作为本次活动的
重头戏之一，主办方将组织海南非遗传承人、非遗
工坊、老字号等，在海口片区会场举办2022年“海
南非遗购物节”活动。

此次购物节设置“非遗市集展销”“非遗巴士
巡游”“非遗购物节云探店”三大主题活动。其中，

“非遗市集展销”包含“嗨乐购”“潮演出”“趣体验”
“知非遗”等板块，将于6月11日16：00~22：30在
海口云洞图书馆外草坪举办。

同时，公众可以与非遗传承人或非遗手作人
零距离互动，体验黎锦、椰雕、黎陶、剪纸、琼剧脸
谱等非遗项目制作过程。公众还可在现场欣赏非
遗肖像展，了解《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等
非遗法规和非遗知识。

“非遗巴士巡游”是今年“非遗购物节”的一
大特色。巴士司机及工作人员身着“黎锦”服
饰，带领市民及游客开启一段与众不同的非遗之
旅，将成为海南“非遗购物节”期间一道靓丽的
移动风景线。

此外，今年我省推荐五指山香兰黎族织锦专
业合作社参加文旅部主办的“非遗购物节”云探店
活动，以短片、图文稿件的形式，通过线上平台赋
能线下消费，云端加持助力非遗产业发展。

关注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文昌试种“中科西陆4号”水陆两用稻迎来收获季

示范田里蹚出新“稻”路

关注海南“三夏”粮食生产

⬆ 新稻种“中科西陆4号”水陆两用
稻试验田丰产收割现场。

➡ 试验田合作种植农户将水稻装
袋打包。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