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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生态故事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钟芳瑞

“小桥流水路萦纡，竹里茅茨是隐
居。”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项目一工区文昌段采访时发
现，该项目很多正在建设的小桥旁都
建有一间“神秘小屋”。

但仔细一看，这又实在不像是供
人居住的房子。小屋虽然方方正正，
水泥混凝土的材质，桥两侧排水沟旁
各有一个，但却不见门窗，只在下方贴
地位置有一些孔洞，显然不是供人进
出的。难道是供小动物休息的吗？

“都不是，它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保

护河水免受污染。”中铁北京局环岛旅
游公路项目一工区副经理周景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小屋真正的名字是桥面
径流收集池，桥面和附近路面的雨水、
泥沙流入路旁的排水沟后，会通过进
水孔进入“小屋”，经过三级沉淀净化，
最后从出水口排入小河中，“其余的孔
洞则是方便清理淤积的泥沙用的”。

同时，桥面径流收集池还有着另一
个应急重要作用，如果运输危险化学品
车辆在跨河或者水库路段发生交通事
故时，运输的危险品就有可能进入河
流、海湾和鱼塘造成严重污染，桥面径
流收集池此时将“兼职”事故池使用。

周景解释说，桥面径流收集池容
积设计为：暴雨初期雨水量+最大槽
车容积＋地面清洗水容积。一旦发生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可以通过关闭
事故池阀门，使这些污染物随径流进
入封闭的事故池，再由专人运至有资
质的单位处理，保证环岛旅游公路沿
线跨越的敏感水体水质不受影响。

为了保护好项目沿线宝贵的水资
源，环岛旅游公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者
们可谓煞费苦心，除了这种桥面径流
收集池，项目还规划建设路面油水分
离池，这种装置本身由两个池子组成，
分别起到消能、存储和隔油沉淀的作

用，两个池子通过管道连接，并在池顶
增加了封闭盖板，同样可以起到避免
路面径流直排入周围水体污染水质的
作用。

“仅我们一工区文昌段就有桥梁
24座，设置径流池48个，再加上28个
油水分离池，两项支出就超过了800
万元。”周景说。

坚持造价服从生态，“把路修进
去，不要把破坏带进去”，这正是海南
近年来交通项目建设领域始终坚守的
原则和底线。

对水环境的保护，体现在环岛旅
游公路项目施工的每一个细节。该项

目一工区文昌盐僚中桥临近海边，同
时跨越当地一条入海口河流，为保护
生态环境，项目部在施工前进行多方
研讨，摈弃传统的改河、土围堰等施工
方式，采用建设钢管桩贝雷片栈桥的
形式打造施工平台，同时对桩基施工
处采用钢板桩围岩，并设置钢型泥浆
池，防止基础施工时泥浆流入水体。

“我们各个场站还均设有三级沉
淀池，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后才进行排
放，同时所有的沉淀池均采用砖砌抹
面的形式，防止泥水在沉淀过程中渗
入地下，污染地下水源。”周景说。

（本报文城7月26日电）

小桥旁有间“神秘小屋”

今明两天我省有3场
线下招聘会
85家用人单位累计供岗2338个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易
宗平）7 月 26 日，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省就业局）发布最新招聘信息：
7月 27 日至 28 日，海口、三亚共有
3 场线下招聘会，累计提供岗位
2338个。

7月27日 9时至11时 30分，位
于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189号的市
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厅，将举行

“职等你来 就业同行”2022年三亚
市“百日千万”行动现场招聘会。目
前已有13家用人单位报名，共提供
岗位397个。

7月27日8时30分至12时，位于
海口市嘉华路2号的海口市人力资源
市场，将举行“博闻强识 招贤纳士”
2022年综合公益招聘会。目前已有
50 家用人单位报名，共提供岗位
1456个。

7月28日8时30分至12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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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公共招聘服
务大厅，将举行2022年海南省就业援
助“暖心活动”就业见习专场招聘会。
目前已有22家用人单位报名，共提供
岗位485个。

海口9所市直属公办幼儿园完成摇号

共摇出1275个名额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见习记者黎鹏）7月

26日上午，2022年海口市直属公办幼儿园秋季
招生摇号活动在该市港湾幼儿园举行，现场对9
所海口市直属公办幼儿园12个园所进行摇号。
当天上午共进行12次摇号，所有参与摇号的市
直属公办幼儿园共开设51个小班，招收1275名
幼儿。

26日参加摇号的幼儿园有：海口市教育幼儿
园、海口市教育幼儿园碧海分园、海口市中心幼儿
园、海口市港湾幼儿园、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总
园、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分园、海口市机关幼儿
园、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海口市卫生幼儿园文明
中路园、海口市卫生幼儿园滨江路园、上海世外附
属海口幼儿园、海口市长滨幼儿园共9所幼儿园
12个园所。

本次摇号确定的拟录取幼儿名单及递补幼儿
名单，将通过申请平台、幼儿园网站（微信公众号）
公示栏等向社会公布。

昌江开设暑期游泳训练课
提高学生自救能力

本报石碌7月26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1、2、3……再来一组，注意划手。”7月
26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江中学游泳馆
内，教练员柯毅吹着口哨，喊着口令，学生在泳池
内有节奏地呼吸换气、蹬腿、划手。

为加强学生暑假期间安全管理，满足学生
课外体育锻炼需求，防止学生到野外游泳发生
意外溺水，昌江12个校内游泳池暑期向中小学
生及公众开放，并对三、四年级学生进行游泳加
强训练。

学生唐运旺说：“来学校泳池游泳安全又放
心，练了10多节课后就学会了 。”

据介绍，三、四年级学生游泳培训及12个游
泳池运营维护管理经费由县级专项资金予以保
障，全年投入482.9万元。今年，昌江学校三、四
年级共6593名学生参加游泳培训，目前已培训合
格5045人，预计9月底前完成培训，力争合格率
达95%以上。

此外，昌江还不断完善泳池相关设施设
备，建立健全游泳教育培训体制机制。目前，
全县 12个泳池全部投入使用并开班授课，已
有84名教职工获得省级游泳与救生师资培训
合格证，122名教职工获得省级应急救护师资
培训项目合格证；1725 名教职工获得县级应
急救护培训项目合格证，切实做到学游泳与防
溺水有机结合。

7月22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华熙生物产业园项目一期，工人在施工。目前，
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的多个项目建设火热，加快形成产业聚集，其中不乏中国电信、华
熙生物等一批知名企业的项目。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美安科技新城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云”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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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期间，交通银行在海口成功举办

“开放与发展——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
论坛。海南省政府、交通银行总行相关
负责人出席论坛并致辞。海南省商务
厅、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海口中
心支行、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及企业代
表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发展。

海南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
银行在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持续发挥
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优势，落地了多项自
贸港首单业务，在提升服务海南实体经
济、积极推进贸易自由便利、创新推动投
资自由便利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欢
迎全世界投资者和各类人才来到海南投
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

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郝成表
示，2018年以来，海南有力有序推进自
贸港建设，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辐射效
应不断增强，海南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显
著成效。作为自贸港建设者的一员，交
通银行既深感自豪，更满怀期待。交通
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指示批示精
神，持续加大资源投入、深化金融产品
创新，加大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支持力
度，促进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助力智慧
海南建设，持续为自贸港建设作出新贡
献。

期间，交行首次发布了《交通银行海
南自贸港跨境金融服务方案》。该方案
包括数字化贸易金融服务、对外投资综
合服务、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专属服务、全
球现金管理服务、离岸金融服务和海南
自贸港创新金融服务共六大模板，深度
融合了消博会国内外采购商、全球头部
品牌、国内外消费精品企业等广大客户
需求，结合交通银行独有的“五位一体”

账户服务体系优势，量身定制境内外、本
外币、投融资、离在岸一体的综合化跨境
金融服务。

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以“自贸港与
资本账户开放”为演讲主题，详细讲解了
海南自贸港建立对外开放的人才优势、
发展路径和特色产业等。

海南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姚磊、国
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资本项目管理
处负责人张园园、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
副总经理陈超围绕论坛主题开展了圆桌

讨论，碰撞智慧火花，气氛热烈。
近年来，交通银行积极发挥“业务

全牌照”和“服务全球化”双重优势，持
续打造跨境金融服务特色，为支持自
贸港建设贡献金融力量和智慧。《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来，
第一时间出台金融支持自贸港发展意
见，并连续三年升级迭代。交通银行
海南省分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
人民美好生活，服务自贸港贸易投资
便利，积极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成功
落地自贸港首支QFLP基金、首笔引入

境外投资者投资地方政府债、首笔自
贸港境内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
让、部署首家自贸港企业CIPS标准收
发器等多项创新业务，助力海南自贸
港高质量发展。

未来，交通银行将继续践行金融报
国使命，深入把握自贸港政策精神和产
业特点，加强自贸港跨境金融创新政策
研究，通过产品创新组合、业务流程优
化、线上服务提升等举措，以优质、创新
服务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在金融开
放创新中跑出“加速度”。

交通银行在第二届消博会期间举办
“开放与发展——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论坛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正
在进行中，在7月26日举行的“开放与
发展——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论坛上，
交通银行首次发布《海南自贸港跨境金
融服务方案》，结合自贸港政策和产业特
点量身打造的一揽子跨境金融服务方案
正式出炉。

海南自贸港政策实现了高水平开
放，金融开放重点则围绕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这为金融机构深耕金融创新
开放提供了广阔舞台。而随着海南自贸
港市场主体数量与金融业增加值迎来快
速增长，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必须加快
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
交通银行以第二届消博会召开为契机发
布服务方案，体现了该行在更高层次和
更广领域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决心。

此次发布的方案涵盖六大特色金
融服务，包括数字化贸易金融、对外投
资综合服务、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专属
服务、全球现金管理、离岸金融服务、
海南自贸港创新金融服务。

具体来看，针对数字化贸易金融，
交通银行推出“数字贸服”贸易金融创
新方案，通过数字化、场景化、智能化
创新，服务境内外企业贸易金融需求；
对外投资综合服务方面，交通银行为

“走出去”企业提供项目投资、并购融
资、红筹上市、股权投资、财务顾问等
全流程个性化服务；汇率利率风险管
理专属服务方面，交通银行为企业量
身定制结售汇、外汇买卖等避险产品
和一揽子方案，协助企业稳健应对全
球汇率和利率波动；全球现金管理服
务方面，交通银行为跨国客户实现总
部一点接入、全球资金集中管理，协助
客户及时掌握境内外资金信息，提高

资金管理效率，降低风险；离岸金融服
务方面，交通银行依托离岸金融业务
优势，为境外企业提供全球结算、外汇
交易、现金管理、融资等服务，帮助企
业充分运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境内外企
业贸易金融需求方面，交通银行根据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要求，通过结
算、投融资、汇兑、离岸等五大产品服
务，为自贸港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跨
境金融服务支持。

作为一家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的国际化布
局在国内银行业中居于前列，离岸业
务一直是交行的特色品牌。

交通银行在国际化经营、综合化
服务、离岸业务、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
具有突出优势。目前已形成覆盖主要
国际金融中心、横跨五大洲的境外经
营网络，已在1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3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处、69个境
外营业网点，国际化经营能力在中资
银行同业中处于前列。

自贸港建设推进以来，交通银行顺
利推动多项自贸港“首单”“首笔”金融
业务落地。例如自贸港首笔引入境外
投资者投资海南省地方政府债业务、自
贸港首支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
金、自贸港首支园区QFLP母基金、自贸
港首支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自贸
港首家企业版CIPS标准收发器等。

创新发展，因地制宜，站在自贸港建
设的新风口，交通银行将紧紧围绕“三区
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不断增强金融服
务能力，以更高的站位、更具温度的服
务，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本版策划、撰文/裴林）

第二届消博会期间

交通银行正式发布
《海南自贸港跨境金融服务方案》

“开放与发展——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论坛现场。 （毛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