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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获
2022年度美通社视听传播奖

本报三亚11月10日电（记者李艳玫）11月
10日，2022年美通社新传播年度论坛在上海召
开，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荣获2022年度美通社新传
播年度大奖——视听传播奖，媒体融合传播能力
受到业界认可。

据悉，本年度美通社新传播年度论坛以“重
启·新知”为题，论坛邀请了近百位传播界的业内
人士和意见领袖切磋论道。论坛期间除了颁发
2022新传播年度各个奖项，还举办了以海外传播
为主题的圆桌论坛。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局长叶家麟在论坛上表
示，尽管旅游行业整体发展受到疫情影响，但在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背景下，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勇
担三亚旅游业“立足国内，面向全球，引国际客源、
联国内市场、显三亚特色”的重要使命，坚持讲好
三亚故事、传播好三亚声音。在实际工作中创新
传播形式及渠道，针对重点目标客群，开展了丰富
的媒体融合推介活动。例如，今年开展的“心动三
亚”项目将线下旅游中的音乐节、亲子游、创意集
市、水上游玩免税购物福利等，与线上直播、话题
互动、短视频记录场景相链接，将城市生活、用户
和品牌串联在一起，极大提升了三亚独特的城市
文旅品牌。未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将继续针对
重点目标群体强化全媒体品牌传播策略，以优质
的传播效果赢得海内外游客的青睐。

三亚出台房租减免政策
支持企业发展
优惠有效期至明年3月31日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日前，三亚市国资委出
台《三亚市属国有企业闲置铺面房屋优惠50%
对外出租（暂行）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符
合条件的本市企业、个体工商户仅以同地段市场
租金价格的50%即可租到铺面、房屋用于经营，
鼓励市属国有企业活用铺面、房屋，避免造成资
源浪费。

《方案》指出，市属国有企业铺面、房屋出现连
续空置1年（含1年）以上；年内连续空置6个月以
上没有招租、使用计划；两次以上招租的铺面、房
屋超过3个月未招租成功、且未计划重新定价招
租等情况，均应列为闲置铺面、房屋。

《方案》明确，承租方应是依法设立的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且不在经营异常名录内。市属国有
企业按政策规定优惠50%提供租赁后，可在企
业经营业绩考核和工资总额核定时视同利润处
理。承租国有闲置铺面、房屋方在年内不再享受
3个月或6个月的减免房租政策，遇到中央、省出
台相关支持办法与《方案》重复时，承租方可择
优选择，不重复享受优惠；优惠有效期至2023年
3月31日。

从“袖手看”到“动手干”
三亚依托“小积分”兑出乡村治理“大提升”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真没想到，只是提了一些建议，就获得了积
分。现在1积分抵1元，累计到一定额度可以换
购心仪的东西，太实用了。”三亚天涯区抱前村口
的超市中，村民黄其章开心地向邻居展示自己用
积分兑换的矿泉水等用品。

今年以来，三亚天涯区推出乡村治理“积分
制”，让村里的乡风文明有“镜子”可照、有“尺子”
可量、有“标杆”可比，用“小积分”激发乡村治理新
活力。

“发布一个众筹治理建议积10分；完成一个
众筹治理，积50分；参与志愿者服务积50分；获
市级以上优秀村民、和谐家庭、文明家庭积50至
100分；大学生返乡创业可获100分……”黄其章
说，村民只要在推动文明建设、打造诚信乡村、促
进邻里和睦等方面参与互动、有作为有贡献，都可
获取积分。

获得的积分有何作用？答案藏在一个特别的
“超市”里。在抱前村的“积分超市”里，货架上洗
衣粉、纸巾、矿泉水、大米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彩笔、
尺子、文具袋等文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每件物品下
方都有一个“明码标分”标签。前来兑换的村民可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根据自己的积分，挑选适合
的商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抱前村，积分的价值
远不止于此，除了兑换物品，积分还与村民荣誉、
信誉等挂钩，作为进一步评优的依据，排名靠前
的，可在优秀村民、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评选中被
优先考虑。

“之前抱前村公共事务有时难以推动，一些村
民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村‘两委’
干部人员有限，精力有限，有些问题推进不及时，
老百姓难免有怨言。”抱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麦胜荣坦言。如今，村民可通过拍照随时反
馈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职能部门、村委会干
部、志愿者等接收到信息后，群策群力参与解决相
关问题。

“积分制管理，最重要的是激发群众参与乡村
治理的主人翁意识，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价值感
和荣誉感。”麦胜荣透露，乡村治理“积分制”试点
以来，群众参与率大大提升，也让村民由不习惯到
自觉遵守，再到相互监督，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和保
护生态环境，村民也从“袖手看”变成了“拍手赞”

“动手干”。
如今的抱前村，昔日遍地家禽粪便的状况不

复存在，漫步其中，脚下是干净整洁的硬化路、两
旁是妙趣横生的文化墙，百姓事让百姓议，村民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本报三亚11月10日电）

污水经过预处理、再到生化
处理、再次经过混凝沉淀池沉淀、
滤布滤池过滤后等深度处理，澄
清无味的水从池中溢出流到消毒
接触池，再流到排海泵进行深海
排放……近日，在三亚红沙水质
净化厂，海南日报记者见到了黑
臭的生活污水“变身”清澈的再生
水的全过程。

“与普通活性污泥法不同，红
沙水质净化厂二厂污水处理采用

‘多模式AAO+高效沉淀池+纤
维转盘滤池+接触消毒’工艺，确
保污水经过处理后达标排放。”三
亚红沙水质净化厂有关负责人介
绍，红沙水质净化厂是海南首例
半地下式、花园型市政大型污水
处理厂，污水处理范围包括河西、
河东等13个市中心片区，污水平
均日处理量达到17.5万吨。

“六水共治”，治污先行。治
污水作为攻坚主战场，三亚坚持
以提升水质为核心，狠抓黑臭水
体治理、城乡污水治理以及水产
养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开展
全域综合治水。

沿着亚龙溪踱步，眼前美景
让行人驻足：绿荫夹岸的一道水
流蜿蜒而行，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目光所至皆是波光荡漾。

“很难想象，早些年，亚龙溪
还是村民们掩鼻而过的‘臭水
沟’。”作为吉阳区一名“民间河
长”，苏文茂见证着这条河流变化
的点点滴滴。

2021年8月，三亚市吉阳区
启动博后糖丰安置区、六盘村片
区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成1500
吨/天的污水提升泵站等设施，久
违的清澈溪水回来了，亚龙溪的
生态之变成了附近村民的热门话
题。

2021年，亚龙溪（博后北路-
博后南路段）被我省评选为幸福
河湖。“亚龙溪从过去的‘臭水沟’
摇身变成美丽的风景线，成为村
民茶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幸福
感极大提升。”苏文茂说。

从城市到乡村，三亚持续推
进生活污水治理，着力改善人居
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三亚环
投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三亚将
加快推动河西、河东、抱坡溪、月
川、新城及回新、鹿回头及红沙南
等片区的8个排水管网提质增效
工程、三亚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工程（代建）等一批项目建设，不
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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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三亚，青山滴翠、碧水含情，一幅城市与自然融
合共生的生态美景现于眼前：蜿蜒的河流穿城而过，勾勒出灵
动线条，郁郁葱葱的树木点缀其间，铺就生态之底色；三亚河畔
碧波荡漾，昔日的污臭难觅踪影，河中的鱼群、栖息的白鹭、岸
堤的游人交织成一幅美丽画卷，山水人城和谐共生在这里找到
最美注脚……

一幅幅美景的背后，是三亚近年来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
破口，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的艰苦付出。

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全面打响后，三亚不断强化组织领
导，在推进治污水、保供水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保障水环境
的有效提升，为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提供良好生态保
障，绘就人水和谐的美丽图景。

“先让‘侦察员’下到井中进行
管道检测。”近日，在三亚市抱坡溪
西片区排水管网提质增效工程项
目建设现场，一个带有360°旋转
探头的机器人被缓缓放进窨井，地
面上的电子屏幕上传回“侦察员”
在管道内拍摄的清晰画面。

“这是一台 CCTV（中央控
制工业管道内窥摄像）检测设
备，其拍摄的管道结构性、功能
性、淤泥堆积等情况，为后续开
展管道修复、清淤等作业提供
依据。”项目代表陈体介绍，该
项目主要对抱坡溪西片区的排
水管道开展检测、改造、修复及
补齐工作，使排水管网保持健
康状态。

治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如
何确保治水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三亚聘请专家团队“把脉问诊”，
从基础调查、方案论证等方面进
行全过程把关，开出有针对性的

“良方”。
为摸清城市中心城区管网

的真实情况，三亚邀请南宁市
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
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人员实地排查排水管网工
作，目前已完成中心城区主干

道、次干道、支路、街巷及其他
地下市政排水管线排查1531公
里，形成了中心城区管网排查

“问题一张图”。
针对“体检”排查的问题，三

亚加强治水方案顶层设计，系统
谋划，推动一个个涵盖排水管网
提质增效、截污控源、疏通河道、
防洪固堤等方面的项目顺利落
地开工、加快建设，统筹推进精
准治水。

今年以来，三亚坚持项目为
王，以工程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

“六水共治”攻坚战。10 月 30
日，三亚市2022年“双统筹”百日
攻坚大行动第二批建设项目集
中开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集
中开工的37个项目中，涉及“六
水共治”的项目有9个，总投资超
8亿元。

“三亚力争明年5月前根本
解决管网错接、漏接、混接以及雨
季雨污混排入河等问题；同时，加
快建设南田居、南滨居、立才居、
南新居供水工程建设，力争成为
全省首个实现‘城乡+农垦居’供
水一体化全覆盖的市县，持续提
升供水保障能力。”三亚市水务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

深入推进“六水共治”，三亚
城乡发生怎样的变化？

午后，晴空倒映在水面，蜿蜒
的大茅河穿过三亚市吉阳区大茅
村，漫步在岸边，只见鸟儿在河岸
边跃起身子掠过河面，清风拂来，
水面泛起阵阵涟漪，更有幽香袭
来，好一幅乡村风景画。

“得益于良好的水资源优势
和生态环境，村里发展起集田园
采摘、休闲娱乐、餐饮住宿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三亚市吉
阳区大茅河河道专管员黎玉感
慨，“一汪清澈水”发展起“一条经
济带”，美了乡村、富了村民。

一组组翔实的数据，一道道
靓丽的风景线，是三亚加强水资
源保护、强化水环境治理、提升水
生态质量的生动写照。

三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高标准高起点
推进治水工作，建立了市区两级
治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治水
办），充分发挥“指挥部”“作战部”
作用，不断夯实政治引领、统筹谋

划、合力推进优势，全面推进“六
水共治”攻坚战。

同时，三亚发布了第1号总
河湖长令，在全市开展水污染隐
患排查专项整治工作，妨碍河道
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水污染
隐患排查、河湖“清五乱”、环岛高
铁高速沿线水体治理、水浮莲清
理“百日大战”等专项行动取得阶
段性进展，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
能力。

“六水共治”是一项长期工
程，也是一个艰巨考验。三亚市
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牢固树
立系统思维、强化联动意识，统筹
谋划、协同发力，做足“水文章”，
答好“生态卷”，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高质量发展营造水清、岸绿、景
美的优越环境。

今年1月至10月，三亚城镇
内河（湖）、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功能区、入海河流水质达标
率均为100%，近岸海域优良水质
面积比例为100%，地表水水质优
良率为100%。

（本报三亚11月10日电）

治污先行 持续改善水环境

项目为王 全面打好治水攻坚战

综合施策 绘就生态新画卷

11月9日，“中国体育彩票杯”2022海南尾波冲浪挑战赛在三亚市海棠湾开
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吸引200余人报名参赛。

尾波冲浪是近年来兴起的滑水项目，通过造浪艇船尾造浪，产生可冲滑推进
力的一种新式冲浪运动。

本次赛事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三亚市政府共同主办，三亚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省体育旅游协会、海南万舟乐航水上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承
办。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王程龙

尾波冲浪挑战赛三亚开赛

本报三亚11月10日电（记者李艳玫）11
月8日，在三亚市凤凰岛附近海域，潜水员魏
德军穿戴好装备，利落地跳进大海，激起层层
浪花。他不断下潜，游到距离海面大约4米的
一个人造礁体处，将一株株手指粗的珊瑚幼
苗，仔细地固定在礁体上，“你可别小瞧这小小
的珊瑚苗，未来将长出一片‘珊瑚林’。”

珊瑚礁，被誉为海底“热带雨林”。珊瑚礁
的覆盖面积不到海底的千分之二，却为近30％
的海洋物种提供生活环境，这使得珊瑚礁成为
地球上最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今年7月以
来，三亚在凤凰岛、鹿回头等附近海域，陆续投
放人工礁体，移植适合该海域生长的珊瑚苗种，
逐步修复该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

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陈宏长期研
究珊瑚培育、种植等工作。作为项目的执行方，
该项目启动以来，他几乎每天“泡”在海边，火辣
的阳光将他的皮肤晒得更加黝黑。他形容，种
珊瑚，好比在海底“植树造林”，先培育出幼苗，
在苗圃中长成“小树”，再移植到相应的海域。

对比陆地作业，海洋生态系统较为复杂，作
业难度更大。“海上天气变化无常，为实际作业
带来很多困难。这就要求研究团队在实施珊瑚

礁生态修复的时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
地制宜设计方案，并等待合适的天气让项目‘下
海’。”陈宏说，在珊瑚成功“种”到海底后，还需
要定期潜入海底检查，如果发现珊瑚出现疾病
或者营养不良的情况，需要及时处置。

据介绍，今年三亚开展三亚湾海洋生态修
复工程，包括珊瑚礁修复工程、渔业资源保护
工程、三亚湾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三大部分。“珊
瑚礁修复工程包括对凤凰岛珊瑚礁修复区、鹿
回头珊瑚礁修复区开展珊瑚礁移植工作，渔业
资源保护工程主要是开展人工渔礁建设和增
殖放流工作。”三亚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俞书华介绍。

凤凰岛、鹿回头附近海域“种”珊瑚的同
时，在西岛以西海域，运输船上的吊机正抓起
一个个巨大的“空心魔方”，缓缓投放到海中，
为海洋生物筑起“新家”。“投放人工鱼礁，相当
于给鱼类盖房子，为它们提供繁殖、生长、索饵
和避敌的场所。”三亚湾海洋生态修复工程相
关负责人符艳虹说，项目计划建设1个110公
顷人工鱼礁区，包括5个鱼礁群，预计投放人
工鱼礁1350个，共计36450空立方米。截至
11月10日，已投放人工鱼礁866个。

三亚持续推进三亚湾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水下“种”珊瑚 海里筑“新家”

■
本
报
记
者

徐
慧
玲

今年1月至10月

三亚城镇内河（湖）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功能区
入海河流

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

比例为 100%

地表水水质

优良率为 100%

11月8日下午，在三亚凤凰岛附近海域，潜水员准备潜入海底将珊瑚苗固
定在人工球形珊瑚礁上。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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