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苏建强A08 综合

■■■■■ ■■■■■ ■■■■■

“六水共治”作战图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邢福特

6 月 28日下午 3点 20分，烈日
当头，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污水处
理厂建设现场，建筑工李应福拉着
一车扣件小跑，汗水早就透过衣服
向下滴水。

九所污水处理厂总投资1.37亿
元，去年11月底开工建设，现场4个
塔吊、两台混凝土浇筑机都在运行，
300多名建筑工人顶着烈日作业。

“主体建筑基本完成，目前已经完

成投资72%，力争10月投入试运行。”
项目总工程小平说，项目开工以来，特
别是4月份进入地面施工以来，按照
乐东县治水办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增加人员、增强设备、延长时间，全
面超常规推进。

乐东县共谋划（含续建、储备、新
开工）97个项目“六水共治”项目，其
中治污水项目48个、保供水项目24
个、防洪水项目9个、排涝水项目3
个、抓节水项目9个、优海水项目4
个，总投资约62.3亿元。今年乐东县

实施33个“六水共治”项目，计划完成
投资10.78亿元。

乐东县水务局副局长麦浪告诉记
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所有实施的
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如九所新区污水
处理工程项目已完成总进度的72%、
利国镇污水处理设施工程已完成总进
度的73.1%、千家自来水厂供水工程
（续建）项目已完成总进度的72.2%、抱
由水厂管网延伸工程已完成总进度的
92%、三曲沟水库水源地治理与保护
工程建设已完成总进度的100%等。

乐东县提出，集中力量，重点突
破，打好五年攻坚战，到2026年，治
污水目标是地表水省控国控断面
水 质 100% 达 标 ，水 质 优 良 率 达
100%，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城乡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保
供水目标是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
体化，供水服务质量明显大幅提
高，实现“同网、同质、同价、同服
务”；排涝水目标是完成G225国道
乐东段易涝点整治，形成“源头减
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

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防
洪水目标是全县 13 条主要河流和
95宗水库实现标准化管理达标；抓
节水目标是全县用水总量控制在
省定目标值以内，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提高到 0.602 以上，城市
再生水利用率达 20%以上，城区供
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9%以内；优
海水目标是基本完成佛罗镇大角
湾、九所中灶湾海岸带生态保护修
复，海岸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本报抱由6月29日电）

乐东全力推进33个“六水共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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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中东部热带低压已生成

预计将成为今年首个
影响我省的台风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孙慧）6月29日
8时，南海热带低压在南海中东部海面上生成，预
计可能在未来36小时内发展为台风，成为今年首
个影响我省的台风，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强风
雨天气。

6月29日上午，我省防风防汛抗旱指挥部召
开防御南海热带低压视频会商会议，要求我省各
市县和水务、资规、气象、海洋等部门加密预测预
报，部署做好渔港安全防风、水库安全巡查、地质
灾害防范以及农业生产安全防范等工作。

气象部门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强度将继续加
强发展为台风，并趋向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
沿海。受该热带气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7月1日
至7月3日，我省将有一次较强的风雨天气过程。

气象部门提醒，近海作业的渔船要做好避风
准备。未来几天，热带低压生成后还将继续加强
为热带气旋，将给琼州海峡正常通航带来不利影
响，相关部门应提前做好通航安排、瓜菜抢运和交
通管控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热带低压将与西北太平洋
的热带低压形成互旋作用，受此影响，南海的热带
低压后期路径、移动速度和强度复杂，海南岛陆地
及周边近海有可能长时间受强风雨影响。

白沙41个水库
水浮莲清理完工

本报牙叉6月29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唐海强）6月29日，在位
于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龙江农场的
一处珠碧江支流，当地的河湖专管员、
各村居的党员干部正手持铁耙和自制
的工具，有序地将河道里的水浮莲打
捞上岸；不远处，还有工人正在操控割
捞一体船加快清理水浮莲。

白沙治水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开展
以来，白沙坚持边排查边整改的工作
原则，积极动员属地河湖管护员、党员
干部、群众等对全县11个乡镇水域的
水浮莲进行全面清理。截至目前，白
沙全县41个水库已基本完成水浮莲清
理工作，清理水浮莲面积共17万余平
方米，并建立起长效的清理管控机制。

琼海启动本地居民家庭
和引进人才安居房申报工作

本报嘉积6月29日电（见习记者黎鹏 记者
李佳飞）6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相关
部门获悉，为加快解决本地居民家庭、引进人才住
房困难问题，琼海即日起开展本地居民家庭和引
进人才安居房第一轮申报审核工作。

据了解，目前琼海可售安居房房源为2021
年该市开工建设的保利时代人才公寓、城投佳
园、城投熙园、琼海保利时代安居房等4个安居
房项目。此外，2022年计划开工建设的2个安
居房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具备配售条件后列入
配售房源。具体房源、配售价格将以配售方案
为准。

据介绍，此次申报时间将从即日起持续至
2022年7月13日，申请人须认真阅读《琼海市本
地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安居房申报审核工作实施
方案》，了解安居房申请要求、申报条件、限制条
件、申报材料、房源轮候、资格管理等有关事项，按
照方案中有关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申请人可到琼海市政务服务中心、嘉积镇人
民政府政务中心、琼海市房产中心安居房受理窗
口提交受理材料。关注中考中招

首师大白沙附中招聘36名教师
急需紧缺人才岗位23个

本报牙叉6月29日电（记者曾毓慧）海南日
报记者6月29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事业单位招
聘工作领导小组获悉，作为该县唯一一所设有初
中部、高中部的全日制公办完全中学，首都师范大
学附属海南白沙中学（以下简称首师大白沙附中）
近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有高中教师资格的教师
共计36名，其中，急需紧缺人才岗位为23个。

此次招聘岗位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美
术等科目，要求应聘者具备相应的专业，且取得高
级中学教师资格。其中，在23个急需紧缺人才岗
位方面，要求最低服务期限为6年，其他13个岗
位要求最低服务期限为5年。据介绍，白沙有关
部门将为此次招聘录用者提供公租房，房租在第
一个聘期（5年）内免交；或享受相应的住房租赁
补贴，博士为3000元/月，硕士2000元/月，本科
1500元/月，累计发放不超过36个月。试用期1
年满后，符合条件的引进教师可以在白沙购买一
套基层教师安居型商品住房。

白沙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五年来，白
沙已建成54个“全面改薄”项目，新改扩建学校
35所，顺利通过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评估认证等。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计
思佳 见习记者刘晓惠）6月29日上
午，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何
达权等做客海南日报教育融媒工作
室“教岛主任”微信公众号直播间，介
绍该校今年招生政策。

据介绍，今年秋季海师附中计划
招收高一新生800人，比去年增加
190个计划。同时，该校今年新增指

标到校计划，共192个指标分配到海
口初中学校。另外，海口市统招173
人，除海口市外全省统招275人，分
别划线录取。

今年海师附中招生录取分为四
个部分：一是自主招生80人；二是海
口统招173人，招收对象为有海口户
籍并在海口初中学校九年级有学籍
且在九年级就读满一年的应届生，或

非海口户籍但在海口初中学校有三
年学籍且就读满三年的应届生；三是
海口市指标到校192人；四是全省统
招275人，面向海口以外的海南省考
生。

作为省一级学校，海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在第一批次录取。“各考试
学科成绩均达到C等及以上、综合素
质评价总等级达到B等及以上（特长

生除外），且有志报考海师附中的应
届考生，一定要在第一批次第一志愿
报考该校。”何达权说。

据介绍，第一批分A、B段录取，
面向海口和各市县的统招计划在A
段录取。另外，该校今年在第一批B
段预留5%的计划，至少40个名额。
B段计划不再分配到各个市县，而是
面向全省投放，统一划线录取。

本报三亚6月29日电（记者徐
慧玲）6月29日，经海南省教育厅审
批确定，今年秋季三亚普通高中（含
民办）计划招生6615人。

按照省教育厅要求，三亚市一中
和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按招生计划一

定比例用于招收作为扶持学校均衡
发展的“指标到校生”，直接分配到学
校择优录取，而“指标到校生”只录取
填报了三亚市第一中学、海南中学三
亚学校志愿，并在其初中毕业学校读
满3年且参加全省统一考试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录取时，根据三亚考生整体情况，设定
不高于统招录取分数90%的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在保证被分配有“指标到
校生”计划的各初中学校（毕业人数达

到50人）有至少1名学生被录取的情
况下，如达不到“指标到校生”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则剩余指标调整到其
他初中学校（含市区各初中、高中学校
的初中部、民办学校），也可用于奖励
办学进步显著的初中学校。

三亚今年普通高中计划招生6615人

海师附中今年中招新增计划1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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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儋州市滨海新区白马河，整治修复过后的河道两岸风景秀丽，舒适宜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生态修复 河流变靓

海口骑楼水巷口
将打造美食文化街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郭
萃）6 月 29 日，海口市龙华区举行
2022年海口市龙华区旅文产业招商
推介会，展示海口市龙华区发展成就，
推介旅文资源及吸引省内外餐饮企业
落户龙华区。记者了解到，骑楼水巷
口将引入全省各市县老字号特色美食
打造美食文化街。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旨在为骑
楼历史文化街区、龙湖天街、观澜
湖电影公社等商圈导入符合各街
区定位的特色酒店和餐饮业态，其
中骑楼水巷口将引入全省各市县
老字号特色美食打造美食文化
街。现场，海南三寰营造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海南白切世家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沁缘健康顾问
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与骑楼公
司现场签约。

与会企业表示，海口市龙华区扶
持政策优，发展环境强，未来合作前
景广阔，期待对龙华区旅文及特色餐
饮市场开展深度合作，了解龙华、落
户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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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吸毒人数占比降至0.99‰、人
民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度上升至
98.37%、全市禁毒绩效考评成绩排全省
第二名、多个单项工作在全省排名第
一。三亚实现了“三个提升”即“群众满
意度不断上升、助力环琼毒品查缉效能
不断提升、禁吸戒毒成效不断提升”。“三
个下降”即“全市现有吸毒人数占总人口
比例大幅下降、毒品消费量大幅下降、毒
品危害大幅下降”的阶段性成效……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三亚政法护航
平安鹿城的精彩缩影，是践行使命担当
的最好体现。

高位推动。三亚高度重视禁毒宣传工
作的重要性，市委主要负责人定期召开会
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一把手”带头抓禁
毒，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研究制定《2022年
三亚市“喜迎二十大 全民禁毒在行动”宣
传月实施方案》《2022年三亚市“6·26”国际
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方案》等禁毒宣传活
动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做到齐抓共管。

闻令而动，上下同心，全市上下纷纷
响应，各区、各部门齐抓共管、协同作战，
广泛动员各部门和全社会力量，着力提
升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增强群众禁毒意识。

高效推进。为切实提高宣传的
覆盖率、针对性和有效性，三亚整合
汇聚各类资源，多方发力、形成合力。

“我宣誓，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6月7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禁
毒普法宣讲活动在三亚市第一小学举
行，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进行了
庄严的禁毒宣誓，用洪亮的声音表达了
防毒拒毒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这场宣讲活动，既有“蒲公英”禁
毒宣讲团三亚戒毒所天涯服务站的
禁毒宣传干警，也有市司法局、天涯
区司法局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宣讲会
进行的同时，来自祥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人员在现场忙碌，为宣讲会的
顺利举行保驾护航。

在三亚，这样的联合活动并不在
少数。日前，市禁毒办联合市教育局
为全市50所中小学配发仿真毒品模
型，提升广大师生识毒防毒能力，进

一步推进校园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同
时，三亚还精心推选一批派出所所长、教
导员、优秀社区民警兼任学校法治副校
长，定期为师生开展禁毒教育宣讲活动，
不断提高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确
保校园禁毒工作取得良好实效。

政法单位线上线下齐发力，与此同
时，三亚还充分发挥社区义工、共青团、
妇联、青年志愿者等组织、群体及其他专
业机构作用，针对失学辍学和无业闲散
青少年、留守少年、有劣迹前科人员、外
出务工人员、重点行业场所从业人员等
易染毒高危群体，通过开展心理疏导、

“禁毒手拉手”“禁毒宣传进万家”等活
动，凝聚合力，构建全覆盖动态化、个性
化的禁毒宣传教育网络。

高频宣传，三亚不断强化禁毒宣传
工作，创新宣传模式，多角度，高频次，
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织密禁毒

“防火链”。

为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市禁毒办在
市区30个公交站亭灯箱设置禁毒公益海
报，向广大市民群众倡导“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理念。崖州区组织开展青少年禁毒
漫画比赛、参观禁毒教育基地，多举措推
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场所，同时开展平安
关爱活动走访、慰问社戒社康人员；育才
生态区依据实际情况，在各村（居）委会，
通过“走农户”“穿街巷”等形式大力宣传
禁毒条例，提高居民识毒、防毒能力。

吉阳区创新宣传形式，禁毒流动宣传
车深入全区39个村（社区），通过重复播
放音频，实现禁毒反诈宣传效果最大化；
海棠区首个禁毒宣传屋落户蜈支洲岛景
区，发挥禁毒宣传教育、传播功能，为游客
及市民提供禁毒宣传服务，提升禁毒宣传
知晓率；天涯区各禁毒委成员单位、各村
（居）社区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讲禁毒”宣
讲活动10余场，进一步深化禁毒宣传教
育工作，不断扩展和延伸受众群体。

征衣未解再跨鞍，砥砺奋进开新
局。禁毒工作任重道远，三亚禁毒部门
将在毒品治理新征程上勇担重任，不断
夯实基层禁毒主阵地根基，推动基层社
会治理能力提升，着力推进禁毒戒毒工
作高质量发展。 （撰文/孟南）

三亚标本兼治精准发力，强化宣传全民参与

齐宣共防织密禁毒“防护网”

三亚市禁毒主题文艺晚会上，626架无人机飞上夜空，向禁毒工作者、禁毒民警致敬。
三亚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