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中超海口赛区

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第6轮看点前瞻

广州城队争首胜
河南队力争保持不败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6月24日，2022赛季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第6
轮的比赛分别在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和海口五
源河体育场举行，分别由广州城队对阵长春亚泰
队，大连人队对阵河南嵩山龙门队。

广州城队对阵长春亚泰队

看点：长春亚泰队“破城”可能性很大

地点：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

时间：24日18：30

广州城队前5轮比赛未尝胜绩，丢了14球，
只打进3球，攻防两端没有亮点。该队要想在本
场比赛中拿一分，必须加强防守。

长春亚泰队本赛季前5场比赛“高开低走”，除
了首轮4：1大胜广州城队外，其余4场比赛乏善可
陈。在最近4场比赛里，长春亚泰队只打进1球。

中超5连败的广州城队实力与外援齐备的长
春亚泰队差距较大，广州城队的主帅范加斯特很
难通过阵容调配和战术设计弥补两队的差距，让
这场比赛的悬念不大，不出大的意外的话，长春
亚泰队将会迎来胜利。

大连人队对阵河南嵩山龙门队

看点：大连人队这匹“黑马”还能不能跑起来？

地点：海口五源河体育场

时间：24日19：30

中超海口赛区第一循环5轮战罢，大连人队1
胜3平1负积6分，暂列积分榜的第9位，这对一
支志在保级球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河南嵩山龙门队与第一轮比赛有很大的不
同，经过5场比赛的磨合，河南嵩山龙门队的状态
逐渐上升，前5轮比赛3胜2平保持不败，位列积
分榜的第4位。

对大连人队不利的是，球员的休息时间比
对手少了一天，球队唯有拼下去，才能有机会。
面对河南嵩山龙门队的外援组合，大连人队要
想办法遏制他们的发挥。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六水共治”作战图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郭
萃）“在往正前方约50米的岸边水域中
有水浮莲，请你们前往清除。”6月23
日上午，在海口市龙华区沙坡水库，水
上环卫保洁工人正在通过无人机巡
查+水上环卫作业船的模式，对沙坡水
库水浮莲进行打捞清理。记者了解
到，龙华区引进先进水域设备，确保每

周新增水浮莲周产周清。
据了解，龙华区成立了一支247

人组成的水上环卫保洁队伍，要求水
上环卫工作人员按时在各水域拾捡垃
圾，确保水面清洁、无漂浮物、无臭味、
无枯枝烂叶、无水浮莲。同时，采取水
面岸坡双向推进的保洁模式，各类保
洁船只设备每天定期巡查清理，处理

水上漂浮垃圾和水浮莲，岸坡边的环
卫工人定期巡视，捡拾市民抛洒遗漏
的各类生活垃圾。

“为了提高清理效率，我们引进先
进水域设备，通过无人机高空侦察和
指挥，环卫工人、船只、清运车辆协同
作业，迅速清理水浮莲和岸坡各类垃
圾。在现有游艇、割捞一体船、碎草

船、无人机等水域设备基础上，投入使
用无人驾驶船，通过‘陆、海、空’三位
一体作业模式创新治水管理，进一步
健全河湖巡查、保洁、执法等日常管理
制度，落实河湖管理保护主体责任，实
行河湖动态监控，加大河湖管理保护
监管力度。”龙华区相关负责人说道。

截至目前，龙华区已组织人员在

南渡江、潭丰洋、南面沟、苍原沟、新旧
沟等38条水体水域清理水浮莲约280
亩，共约235吨，每周新增水浮莲清理
完成率为全市第一。下一步，龙华区
将以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为契机，查找河湖监管工作中薄弱环
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攻坚成
果，实现龙华河湖生态长治久清。

本报石碌6月23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十月田镇南蛇水陂，疯狂生长
的水浮莲已经枯萎，据悉，该县水浮
莲第二阶段集中整治工作全面完成，
有效保护了水环境。当前，昌江共清
理水浮莲面积约155亩。

今年2月7日，昌江举行2022年
“六水共治”誓师大会，以问题为导
向，形成治水合力，全力推进治污水、
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
海水“六水共治”各项工作，打响昌江

“六水共治”攻坚战。

“2天前，通过无人机喷施石蜡
油溶剂防治技术，水浮莲的生长得到
控制，再过一段时间，会逐渐枯萎下
沉。”昌江河长办副主任陈毅介绍，水
浮莲的危害在于其泛滥生长后覆盖
水面，影响水体的流动性和水生动植
物生存，进而影响整片水域的水生态
环境。

开展水浮莲治理是助力打赢“六
水共治”攻坚战的重要一环，更是该
县压实河湖长责任，全面推进“六水
共治”工作的缩影。

六水共治，治污先行。昌江突出

抓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沿河截污以
及城镇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等工程
建设，形成城乡污水收集输送处理一
体化体系。今年，昌江计划投入1.3
亿元，完成石碌镇、叉河镇、昌化镇生
活污水治理。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
月，投资约4亿元，历时5年的“四河
一渠”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水生
态环境不断改善，“城绕水”“水绕城”
的生态文明布局基本形成。

试点“渔船打捞垃圾”，助力优海
水。昌江鼓励渔民成为志愿者，出海
时既捕鱼又“捕”垃圾，当前昌化镇已

有试点示范渔船46艘，社区、政府部
门、社会群体近30个，近700人次参
与活动，该试点行动还被列为《海南
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重点任务及地方“六水共治”之“优海
水”工作体系。

坚持治理和保障两手抓。昌江
县治水办加强与县检察院、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协同联系，及时做好信
息线索共享，加强执法监督力度，控
增量、减存量。当前，昌江共查处涉
水环境行政案件15起，自行改正违
法行为8起，处罚金5万元；拆除违

法建筑7处，共计1010.44平方米，
清除围垦鱼塘影响河道行洪2处，
共计面积3405平方米；组织开展和
参与打击非法采砂行动共计 613
次、累计出动执法人数1848人次、
暂扣车辆28辆、暂扣挖机2辆、处罚
金额3万元、暂扣1台抽砂机、立案
10宗。

下一步，昌江将多渠道加大督导
力度，同时建立治水督导工作台账，
针对性制定措施、办结销号，对重点
项目实行实时进度跟进督导，力争早
日打赢“六水共治”攻坚战。

昌江多举措推进“六水共治”工作，已清理水浮莲面积约155亩

水清绕城 绘“人水和谐”画卷

海口龙华区引进先进设备“陆海空”三位一体推进治水

水浮莲清理实现周产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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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科院
保存油茶种质资源414份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记者傅人意）海南
日报记者6月23日从省农业科学院获悉，近年
来，在多个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资助下，省农业
科学院热带油茶团队于2012年开始，开展油茶
种质资源调查、评价与收集保存工作。目前，在
省农科院永发科研基地油茶资源圃（国家种质资
源澄迈观测实验站）保存以越南油茶为主，包含
小果油茶、香花油茶、普通油茶、广宁红花油茶
等不同油茶物种种质资源414份。

油茶是指山茶科山茶属中种子油脂含量较
高，且可榨油供食用的木本油料树种。普通油
茶、小果油茶和越南油茶是油茶的三大主栽物
种。省农科院研究结果表明，海南油茶为越南油
茶的特殊生态类型或变种。受益于海南特色油
茶资源和优越的气候条件，海南油茶生长量高，
产量潜力大，茶籽油风味独特。根据不同省份的
越南油茶资源对比研究，省农科院初步发现海南
油茶种仁具有74种特色风味物质，特色产业的
物质基础显著。

据省农科院热带油茶资源培育与创新利
用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郑道君介绍，本库保
存分布于热区的越南油茶种质资源为主，还包
括香花油茶、普通油茶、小果油茶等不同的油
茶物种及其近缘野生物种。海南油茶资源丰
富，具备优良的丰产高油性状的种质，创新利
用价值高，是本库保存和创新利用的重点种质
资源。

省公共卫生中心项目
建筑封顶
计划年底前基本完工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华皓宇 杨帆）6月23日，海文高速三江出口处，
海南省公共卫生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项
目10余栋建筑主体结构近日均实现了封顶。

海南省公共卫生中心项目包含海南省疾控中
心异地新建项目和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
目，均为省重点项目，由海南控股旗下海南发展控
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代管。

其中，海南省疾控中心异地新建项目建成后，
将大幅提升我省疾病预防能力、公共卫生科研水
平与服务能力，有效增强海南省重大传染病和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救治能力；海南省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临床、教学、科
研和预防功能于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设置床位
600张，平时作为综合医院收治患者，如遇到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作为海南省集中救治的定点
医院。

省公共卫生中心项目经理边震告诉记者，目
前两个项目均进展顺利，开工至今累计完成投资
都超过了六成，并于近期顺利实现了建筑主体结
构封顶，目前项目正加快推进，力争今年底前基本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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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海口江东新区新貌。

海口江东新区在建项目128个，采用
专员对接机制，强化对项目的服务保障。
每个项目指定一个项目专员，专员深入项
目现场，挖掘项目难点、卡点。同时，强化
专员现场协调，针对基础设施与社会投资
项目同步开工产生的施工界面交叉，协调
参建各方，指导制定科学的施工时序，交叉
施工、错峰施工，并根据各项目实际情况动
态调整，实现基础设施和社会投资项目同
步建设不受影响，缓解和避免现场施工矛
盾，加快项目建设。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曹柳 图/文

海口市江东
管理局项目推进
部项目专员李畅
（中）与项目现场
负责人讨论工程
细节布置。

江东新区项目专员“接单”
为企业“跑腿”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王
迎春）6月23日，“奋进自贸港 建功
新时代”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第三
十二场）——“扛起自贸港建设陵水
担当，争做海南民族地区发展先行区
引领区”陵水专场举行。海南日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陵水黎族自治县以

“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为指
引，积极抢抓“三极一带一区”战略机
遇，聚焦做好“六篇文章”、打造“三个
陵水”总体思路，以更高水平、更高质
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自贸港建设。

近年来，陵水经历了脱贫攻坚、
房地产调控、疫情防控等重大考验，
面对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敢

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解决了一
批历史遗留问题。2021年以来，陵
水有力推动经济社会稳步向好，百姓
安居乐业。

2021年，陵水旅游接待游客总人
数867.42万人次，同比增长115.5%，
旅 游 收 入 76.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8.6%，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21.27 亿
元，清水湾信息产业园实现产值收入
约23.7亿元……一组组数据，是陵水
现代产业体系成效初显的有力佐证。
此外，当前陵水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快
速发展，已成功创建1个国家级和6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注册
商标总数达到252个。

陵水县委书记吴海峰介绍，“留
学陵水、育种陵水、康养陵水”三大品
牌正逐步打响。陵水黎安国际教育
创新试验区全面开工建设，目前已与
22所中外大学签约，今年九月将迎
来正式办学。2021年，陵水育制种
面积达2.42万亩，产量约968万斤，
生产供应全国85%以上的“早繁”水
产苗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陵水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其中，30年未能整治到位的潟湖水
产养殖污染问题得到彻底整治，并被
省环保督察整改办公室作为整改经
验案例通报表扬，陵水还在整治中按

照“三步走”的方式帮助渔民实现转
产转业。

陵水始终坚持以一流营商环境
筑巢引凤，在全省率先实现“一枚印
章管审批”和首推行业综合许可“一
码通”等，种种举措让营商环境有了

“看得见”的变化。2021年陵水新增
企业3692家，同比增长82.95%。

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息息相
关，民生“小事”才能汇聚发展“大
事”。除了加快棚户区改造、建设安
居房之外，陵水高位推进“菜篮子”工
程，2021年“15+3”种基本蔬菜和其
他蔬菜均价降幅居全省第一，让老百
姓吃上了平价菜。医疗卫生方面，陵

水引进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托管县人
民医院，病床使用率由68.63%提升
至93.18%，实现脑外科等重难手术
零的突破，让群众不出县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资源。

吴海峰表示，在新的历史机遇
下，陵水将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围绕“一本三基四梁
八柱”战略框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陵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切实扛起海南自贸港建设陵水担
当，争做海南民族地区发展先行区
引领区，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新闻发布

陵水聚焦做好“六篇文章”、打造“三个陵水”总体思路

争做海南民族地区发展先行区引领区

在海口市江东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企业代表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