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水共治”作战图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见习记者 颜天斌

7月 13日上午，璀璨的阳光下，
定安县定城镇的白沙溪水流潺潺、清
澈见底，河岸上草木葳蕤、满目新翠。

作为定安县持续推动“六水共治”
攻坚战的重要一环，白沙溪整治工程
正如火如荼开展，目前桥梁涵洞初具
雏形，防洪堤坝也已面貌一新。

“‘六水共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我们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定安县
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李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全省召开“六水共治”攻坚
战动员部署会后，定安迅速摸清家底，
制定治水蓝图，分步骤、分阶段，努力
实现系统施治。

以解决南蛇沟污水直排问题为
例，定安县分别制定了近、远期目标，
以今年8月底为节点，力争初步实现
截污控源，让污水不再直排。与此同
时，定安同步推动南蛇沟水污染治理
及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的可研编制，结
合城区截污纳管、雨污分流、管网修复
等制定长期方案，系统高效解决南蛇
沟的治水难题。

治水是否有成效，老百姓最有发
言权。

走近位于岭口镇的文曲河，一幅
栩栩如生的乡村图景徐徐展现——清
澈的河面波光粼粼；河岸边，孩子们正
在大人的陪伴下嬉水玩耍。

此前，由于河床局部断面束窄、河
道淤积，以及灌木杂物等带来的阻水
影响，每到丰水季节，充沛的雨水常常
给河流周边的村庄、田洋带来水灾。
多年来，频繁的灾害给当地群众造成
不小的经济损失。

“通过治理，如今文曲河里的石头
和灌木都被清理掉了，原先窄小的河
道变宽阔了，河水也更加清澈。到了
雨季，我们老百姓心里再也不会感到
慌张。”岭口镇封浩村村民曾庆泰说。

以“六水共治”攻坚战为契机，定
安正加快推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
设试点县项目，并以此不断创新机制，
打造定安“六水共治”的示范样本。

在该项目中，定安选取潭榄溪、
白沙溪、新吴溪、卜南河4条河流进
行综合治理，将以“一区两廊，四水九
景”为总体治理布局，营造人水和谐、
健康宜居的农村生活环境，带动定安
特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等产业发
展，努力实现“党建引领+六水共治+
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的治水试
点，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
治水格局。

“这是我们‘六水共治’工作在乡

村最生动的展现。我们将以该项目为
抓手，为定安绘就出更多水清岸绿的
生态图景。”定安县水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贞介绍。

目前，定安已和中国南水北调集
团达成合作，双方将共同组建治水平
台公司，打造定安“水管家”，探索形成
可推广、可复制的政企合作新模式，推
动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实现定安
县生态环境的整体提升。

“未来，我们还将在项目集成谋划
上学习外省先进经验，在持续提升水
环境质量的同时，推动水生态价值的
高效转换。”李根介绍。

（本报定城7月13日电）

定安制定近、远期治水目标，打造“六水共治”示范样本

探索综合治水新思路 绘就河畅岸绿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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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罗
霞）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上，周大福·华南国际高端珠宝拍卖
会将举行，272件精品珠宝拍品将亮
相，其中包括千万级心形粉钻等珠
宝。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13日从
第二届消博会组委会获悉的。

周大福·华南国际高端珠宝拍卖
会将于7月26日起在周大福展位内
预展272件珠宝拍品，并于7月29
日14时30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迎宾大厅开拍。
在所有拍品中，一颗重达5.02

克拉的浓彩粉带紫色钻石戒指起拍
价为 2280 万元人民币，参考价为
4100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该拍
卖会还将展出多款粉钻。

拍卖会上，一批红宝石珠宝拍品
等也将亮相，包括10.01克拉的莫桑
比克无烧鸽血红红宝石项链等拍品。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此次
将是第二次参加消博会。

周大福将在第二届消博会上举行珠宝拍卖会

272件精品珠宝拍品将亮相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罗
霞）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跨海运输车辆绿色通道将于7月14
日启用，为消博会展位搭建物料和
展品运输车辆进出岛提供便利。

据目前统计的情况，第二届消
博会将有约500辆展位搭建物料运
输车辆通过琼州海峡进岛，基本集
中在7月14日至16日到达琼州海
峡北岸港口。为做好消博会运输保

障工作，琼粤两地围绕消博会物资
车辆过海，从进港交通秩序、港口专
用通道设立、船舶班期安排等方面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确保运输车辆
方便、快捷通过琼州海峡到达海口。

第二届消博会跨海运输车辆绿
色通道将通过设置专用通道和指引
牌、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提前与
运输车辆对接、统筹安排快速登船、
做好车辆出港引导等举措，精准提

供相关服务。琼州海峡北岸港口调
度室在接到港口对接人员关于消博
会车辆抵港信息后，将根据港区实
时车辆数量进行安排。消博会车辆
数量较少时，将安排开航时间最近
的船舶预留车辆位置进行配载；消
博会车辆数量较多时，将单独安排
专班船舶进行装载，完成配载后尽
快安排出港，同时将船舶出港信息
及预计抵港时间告知南岸港口。

跨海运输车辆绿色通道今日启用
将有约500辆消博会展位搭建物料运输车辆通过琼州海峡进岛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罗
霞）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较
首届消博会新增了许多细分行业的全
球头部品牌，全球知名美妆及香水公
司科蒂集团等均将参展。海南日报记
者7月13日从第二届消博会组委会获
悉，科蒂集团将携旗下八大标志性美
妆品牌首秀消博会，向消费者展示最
新产品，覆盖香水、彩妆、护肤等领域。

科蒂旗下美妆品牌包括古驰
（Gucci）、博柏利（Burberry）等双品
类美妆品牌，蔻依（Chloé）、缪缪
（Miu Miu）、葆 蝶 家（Bottega
Veneta）、卡尔文克雷恩（Calvin
Klein）、莫杰（Marc Jacobs）等香水
品牌，以及护肤品牌兰嘉丝汀（Lan-
caster）等。此次参加第二届消博
会，科蒂不仅将携经典产品和零售理

念现身展会，还将展出为中国消费者
量身打造的最新研发成果，引领全球
美妆品牌研发新浪潮。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展示经典品
牌形象外，科蒂将特别展出集团与合
作伙伴共同研发的最新科技——碳
捕获技术。这一技术通过捕捉和发
酵工业活动中排放到大气中的碳来
制造高纯度可持续乙醇，不仅对碳进

行了二次利用，且全过程耗水量几乎
为零，同时还减少了农业用地需求，
今年第一批采用该技术制作的香水
产品已投入生产。

去年以来，科蒂不断加大布局海
南，在海南开设了古驰美妆旗舰店等
门店。旗下品牌兰嘉丝汀在三亚推
出了全球首间全新肌肤修护零售概
念店，并在海南开设多家门店。

“海南背靠超大规模中国国内市
场，拥有极佳的旅游资源优势和政策
优势，是科蒂旅游零售全球布局的重
点。”科蒂全球旅游零售业务执行副
总裁卡洛琳表示，参展消博会将成为
科蒂在中国发展的重要一站。科蒂
将积极探索数字化创新等运营模式，
为科蒂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拓展注入
强劲动能。

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科蒂集团将携旗下八大标志性美妆品牌首秀消博会

展出最新研发成果

海口琼台书院府前街特色文化商业
街区一期项目计划年内开放

打造口袋公园
重塑特色文化商业街区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习霁鸿）海南
日报记者7月13日从海口市琼山区有关部门获
悉，琼台书院府前街特色文化商业街区项目（琼
台福地—琼台书院历史风貌街区项目）一期计划
今年内完工开放。

该项目位于琼山区文庄路与中山路交会处，
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占地面积约2.96亩，将通
过拆除琼台书院周边18间临建铺面，打造口袋公
园，重塑历史风貌特色文化商业街区。二期计划
2023年启动，占地面积53.3公顷，将通过打造文
庄路片区重要历史文化节点旅游线路，并对周边
地区进行风貌整治提升，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名
城核心区底蕴，形成长约2.6公里的历史文化旅
游街。

项目设计方案显示，针对琼台书院和琼台福
地两处节点，从空间形态、环境生态、经济业态、文
化活态四个层面进行总体提升。琼台书院节点将
腾退空间用于增加城市广场，打造书院主题文化
公园，同时使琼台书院具备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功
能。琼台福地节点将保护修缮琼台福地，扩大广
场面积，形成宜人的街巷空间，同时深挖琼山“福”
文化，结合琼台福地特点，策划沉浸式民俗体验、
非物质文化展演等民俗文化活动。

依托海南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

又一国际创新药获批上市
本报博鳌7月13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 记

者叶媛媛 李梦瑶）近日，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获
国家药监局批准进口注册上市，这是海南临床真
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获批的第三个药品品种，也
是继今年6月16日氟轻松玻璃体内植入剂获批
上市后，又一获批上市的试点药品品种。

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是先声药业与美国G1
Therapeutics公司合作开发的化疗全系骨髓保
护创新药，用于接受含铂类药物联合依托泊苷方
案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中预防性给药，以降
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发生率。

2021年8月，该品种被纳入海南临床真实世
界数据应用试点范围，同年11月国家药监局受理
该品种上市注册申请。今年7月12日，国家药监
局批准该品种上市。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依托海南临床真实世
界数据应用试点这一“快车道”，已有8个国际创
新药械产品加快获批上市。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记者周
月光）7月13日，本报以《“失管”绿地
谁来管？》为题，报道了三亚市南边海
街边绿地“脏乱差”无人管的现象。三
亚市天涯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对报
道所涉及绿地进行环境整治，并建立
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7月13日17时，海南日报记者在
南边海街边绿地看到，穿着“天涯园林”
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地面垃圾、
杂草、落叶等，并将其倒进垃圾清运
车。记者此前暗访时看到的各种垃圾
已被清理干净，街边绿地每隔数十米放
置一个有“天涯环卫”标识的绿色垃圾
桶。街边绿地西侧的公厕清洗干净并
已投入使用，公厕上挂着的牌子显示，
开放时间为7时至23时。

三亚市天涯区住建局副局长闫浩
说，天涯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党报的
舆论监督，立即责成区住建局、区环卫
所、区绿化所形成整改清单并立行立
改，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 经过整治的三亚南边海街边绿
地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让“失管”绿地不再失管

三亚天涯区建立街边绿地长效管理机制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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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医院零缺陷
通过FDA临床试验核查
系我省首家通过FDA检查的
临床试验机构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刘新成）近日，
海口市人民医院完成的一项Ⅰ期临床试验项目，
以零缺陷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FDA）的远程核查，成为全省首家通过FDA检
查的临床试验机构，标志我省临床试验研究能力
迈上新台阶，研究水平进入国内一流行列。

本次核查时长12天，涉及对文件、记录、电子
数据、人员资质、设施设备管理等体系相关内容的
检查。FDA检查人员对海口市人民医院I期临床
研究室的原始记录、方案执行和试验控制给予了
充分肯定。

近年来，省药监局着力推动我省药物临床试
验规范研究和质量提升，以日常监管与专项检查
为抓手，每年对全省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开展全覆
盖检查，严查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
性，指导机构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软硬件设施，规
范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保证数据和结果的科学、真
实、可靠，确保受试者的权益和安全。

今年上半年我省查处
844宗侵权假冒案件
捣毁6个制假售假窝点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我省持续开展多项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
今年上半年共查处侵权假冒案件844宗，涉案金
额285.92万元，罚没款669.71万元，捣毁制假售
假窝点6个，移送公安机关35宗。

据悉，今年以来，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
小组各成员单位分别组织开展了民生领域案件
查办“铁拳”行动、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护航行
动”、农资打假专项行动、消毒产品专项整治行
动、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龙腾2022”知
识产权海关保护专项行动、“蓝网2022”寄递渠
道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等，积极推进跨部门、
跨区域执法联动，依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
为，取得阶段性成效。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7月12日12时—7月13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5

4

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3

9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口上线“椰城云医”
互联网诊疗平台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习
霁鸿）海口市卫健委将于7月14日9
时上线“椰城云医”互联网诊疗平台，
建立“足不出户、配药到家”的就医诊
疗新模式，满足疫情期间管控区域市
民基本就医需求。平台服务时间为8
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7时30分。

“椰城云医”平台设置在“健康海
口”小程序中。该平台设有医师在线
诊疗、预约挂号、图文传送、电话问诊、
视频问诊、复诊购药、处方流转、药品
配送、诊疗记录随时取阅等功能。患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需要自行选择
平台医院进行就医和健康咨询。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习
霁鸿）7月13日晚，海口召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第五十场新闻发布会，通
报最新疫情情况。会上通报，7月13
日0时至19时，海口新增2例确诊病
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2例为
在隔离管控期间发现的密接人员，1
例在区域核酸筛查中发现。

在7月12日的区域核酸筛查中，
海口市共采样103.74万人，除2管异
常外，其余为阴性。7月9日以来，本
轮疫情中海口累计发现确诊病例16

例、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已转至定
点医院开展救治，目前情况稳定。

海口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在通报
时表示，在广大市民游客的大力支持
和配合下，海口已开展多轮区域核酸
检测，新增感染者呈下降趋势。目前
来看，本轮疫情前期防控措施有力有
效，全市疫情总体可控。海口将全力
冲刺七天社会面清零目标，以快制
快，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第二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成功举办。

据悉，为解决滞留在海甸岛的困

难人员基本生活需求，海口将市第三
十一小学设为临时安置点，并提供基
本物资保障。此外，为满足疫情期间
市民就医需求，由海口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搭建的

“椰城云医”互联网就医平台将于14
日正式上线启用。目前，海口全市各
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通报指出，海口市疾控中心基因
三代测序结果显示，7月9日发现的4
名无症状感染者所感染的新冠病毒
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BA.2.3进化分

支），与外省5名来琼人员感染者的
奥密克戎系列病毒基因组一致，高度
同源，病例传播关系清晰。作为
BA.2的变异分支，BA.2.3具有传染
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隐匿等
特点。海口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
民应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
遵守“一米线”规则，做好日常清洁消
毒，勤洗手，少聚集，按照要求配合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此次疫情处置
中的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积
极接种新冠疫苗，做到“应接尽接”。

海口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五十场新闻发布会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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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