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黄如祥A06 综合

■■■■■ ■■■■■ ■■■■■

中国热科院与越南北部中心农科所
开展橡胶种植技术合作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田婉莹）11月
22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与越南北
部中心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澜湄合作项目—
橡胶科技培训与交流会。这是双方签署《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与越南北部中心农业科
学研究所“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协议》以来开展
的第一次技术交流。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越南建立一个橡胶树栽
培技术合作示范基地，开展橡胶园土壤肥力维护、
电动割胶刀使用等技术展示和培训，为越南天然
橡胶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会上，越南北部中心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范
文灵表示，越南北部中心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从
事作物科学和农业技术领域研究，为越南中北部
地区（清化至顺化六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此
次合作将促进双边橡胶技术发展，并推动双方深
入开展农业合作。

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所长黄华孙介绍，橡
胶所将在基地展示自主研发的橡胶树专用肥和电
动胶刀等新型技术和装备，向越南北部中心农业
科学研究所提供技术培训、技术视频和电动胶刀
等设备用于基地建设。

会上还开展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
所自主研发的4GXJ-2型锂电无刷电动割胶刀
技术培训。该胶刀突破了传统割胶刀难学、伤树、
效率低等技术难题，已在中国海南、云南、广东植
胶区，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
等10余个“一带一路”主要植胶国推广、示范1.5
万多台。

为落实《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2018—2022）》《澜湄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促进澜湄国家天然橡胶产业发
展，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申报执行了《澜湄五国
天然橡胶栽培和加工技术集成示范》项目，与柬埔
寨、老挝、缅甸、泰国围绕橡胶育种、栽培、加工等
开展合作。此次与越南北部中心农业科学研究所
的合作是该项目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国橡胶栽
培、割胶、加工等技术已在湄公河五国全面覆盖，
为我国和湄公河五国在天然橡胶领域建立长期的
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我省2023年高考
明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黎鹏 通讯员金浩田）省教育
厅近日印发通知，安排部署2023年海南省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通知明确，11月
25日至30日，考生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凭
报考卡进入高考报名系统，填报本人报名信息；
网上缴纳各项考试费用的时间截止于12月3日
17时30分。

2023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设普通
类、艺术类和体育类共三个科类，考生在报名时需
选择其中一个科类报考。同时，每位考生要从思
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门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其中
3个科目报考。

报考艺术类的考生在网上填报报名信息时，
除选报艺术科类以外，还需同时选报参加艺术类
专业统一考试的一个类别；报考体育类的考生在
网上填报报名信息时，除选报体育科类以外，还需
同时选报参加体育类专业统一考试专项技术考试
的一个项目。

通知指出，2023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资格、
加分资格、申请不受报考批次限制资格的审查确
认工作，按照海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职责
分工，继续实行“按部门、分项目”和“谁主管、谁审
查，谁确认、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制。各市县要成立普通高考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资格审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
工，确保各项资格审查工作顺利进行。

坚决打响“六水共治”攻坚战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不见天日的雨污管网就如同城
市的“毛细血管”，如何保障其“畅通
无阻”？

11月23日，在三亚市抱坡溪西
片区排水管网提质增效工程项目（以
下简称提质增效工程项目）建设现
场，工人们分工明确，有的操控电脑、
有的疏导缆绳，还有的正操作中央控
制工业管道内窥摄像机器人检测设
备（以下简称机器人）。

“别看这机器人不起眼，它可
是我们对城市地下管网检测的‘得
力助手’。”工人曹敏一边操作一边
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机器人前端
装有摄像头，可以清楚地检测管道
的内部状况，为后续管道修复、清

淤提供科学参考。
“六水共治”，治污先行。“在城市

污水治理方面，解决城市雨污管网问
题十分重要。”三亚环投集团有关负
责人介绍，城市雨污管网长期工作，
加上其深埋于地下，久而久之会产生
很多“亚健康”问题，甚至“生病”，定
期为它们开展体检，找到“病症”，才
能精准开出“良方”。

机器人进入地下管道后是如何
“大展身手”的？提质增效工程项目
建设现场，只见一个带有360°旋转
探头的机器人被缓缓放进窨井，地
面上的电子屏幕传回机器人在黑漆
漆的管道内拍摄到的清晰画面。随
着曹敏的操控，机器人一会前进、一
会后退，紧接着在一处疑似破损的
地方停下来，灵活的“脑袋”全方位、

多角度旋转，仔细拍下管道内每一
个角落。

机器人在移动的同时，也将管道
内的水流量、水流速度等数据实时传
输到地面上的电脑里。管道内是否
存在破损、变形、渗漏，或者被树根、
碎石等障碍物堵住等情况，都逃不过
机器人的“火眼金睛”。

“获取资料后，我们通过对数据
和画面进行分析和研判，就能全面掌
握管网‘病情’。”施工单位、中建筑港
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增效工程项目负
责人孔德宝说。

相比起人力检测，机器人下井
不仅避免了人工检测可能出现的无
法精准判断管道病害、耗时长、效率
低等问题，机器人录制的视频还方
便后期反复观看，对管道问题作出

科学诊断。
根据“体检”报告，三亚环投集团

与施工单位便会对受损管道量身定
制“手术方案”。

“如果损坏程度较轻，进行非开
挖管道内衬修复，既不影响道路交
通，也大大缩短了工期。”海南日报记
者跟随孔德宝来到一处地下管道修
复现场，看到工人用细钢丝将涂满混
合树脂的纤维布裹扎在修复气囊上
后，将其牵引至机器人先前标定的修
复点位，待完全固化后再拉回修复气
囊，整个过程高效便捷。

“及时修复‘病害’管网，才能最
大程度减少道路积水、雨污水合流
等对水体的污染。”三亚环投集团有
关负责人介绍，此前，为全面摸清城
市中心城区管网的真实情况，三亚

邀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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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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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一张图”和“运行一张图”。

三亚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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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快推动河西、河东、
抱坡溪等片区的8个排水管网提质
增效工程、三亚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工程等一批项目建设，做到系统治
水、科学治水、可持续治水，全力推进

“六水共治”攻坚工作。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

三亚利用机器人深入城市雨污管网“把脉问诊”

定期做“体检”精准开“良方”

中央政法委优秀政法新媒体评选
榜单揭晓

我省两个政法新媒体账号
名列其中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中央政法委第
四届“四个一百”优秀政法新媒体评选榜单揭
晓，来自我省政法系统的2个新媒体账号从全国
政法系统逾14万个新媒体账号中脱颖而出、名
列其中。

名列该榜单的优秀政法新媒体账号，堪称能
够体现“政法声量”的“先锋队”。其中，选送自我
省的五指山市司法局快手官方账号“五指山普法”
登榜视频类账号榜单，澄迈县委政法委主办的基
层治理与服务平台“格事通”荣列融媒公共服务奖
榜单。

据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政法委把加
强政法网络新媒体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作出系列重要部署，采取系
列有效举措，推动政法网络新媒体取得了跨越式
发展。“四个一百”优秀政法新媒体评选，就是一
年一度全国政法系统最高规格的新媒体账号评
选活动。

■ 本报记者 李豌

11 月 23 日，走上定安县定城
镇潭榄桥，向桥北望，一侧原本裸
露的岸坡已铺设灰色生态预制块，
老旧的粗水管排涝涵经过延长和
增加排门等改造工程，能够防止倒
灌和水流破坏坡面。“自7月初正式
施工以来，潭榄溪（拦河闸—见龙
大 道 段）整 治 项 目 工 程 已 推 进
74%，预计12月底可全部完工。”项
目施工单位中铁市政环境建设有
限公司现场负责人董光磊说。

新竹水厂净水工程年底完成本

期全部主体结构建设，正式投入使用
后日供水可达1万立方米；综合整治
县内白沙溪、潭榄溪、龙州河、卜南河
4条河流，推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项目；引进建制镇污水处理
EPC+O项目……今年以来，定安县
在“六水共治”方面的一系列进展，离
不开“巧借力”三个字。

借省级的力。“省县联动治水是
我县‘六水共治’工作的法宝之一。”
定安县水务中心副主任蔡于招这样
说。今年5月，省治水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与定安县人民政府共同印
发《打造定安县“六水共治”示范样

本工作方案》，强化落实“省级支持、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成立由省治
水办及定安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
组长的工作小组，建立双月会商制
度，由省治水办指导定安县做好“六
水共治”顶层设计工作，同时给予人
员、技术支持、项目指导等。

“在我县建制镇污水项目前期
工作推进效果不明显时，省治水办
组织我县相关职能部门到临高调研
学习临高县建制镇污水EPC+O项
目的谋划和推进方式，让我县深受
启发，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
了建制镇（雷鸣、岭口、富文、龙河、

新竹）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项目的
可研批复，五镇（雷鸣、岭口、富文、
龙河、新竹）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项
目（EPC+O）实施方案编制和市场
测试等一系列工作，目前已准备发
布招标公告。”蔡于招介绍。

借企业的力。2021年11月底，
定安县成立政府全资国有企业定安
县公共事业有限公司（下称公共事业
公司）作为县“六水共治”有关工作和
项目的实施主体单位。今年10月，
公共事业公司与央企中国南水北调
集团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组建具
有投融资功能的治水平台南水北调

（定安）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我们担当‘水管家’角色，选聘

配备技术和管理人员，组成全县水务
项目运维主体。同时，承担全县涉水
事务一体化的治理目标和管理责任，
先期快速投入技术、人员、资金等资
源，着力解决目前县内水治理突出问
题；同步利用县水务存量资产的整合
和运维实现公司营收，通过资产和项
目抵押等方式申请银行信贷，不仅盘
活存量资产，还可拉动新建项目有效
投资。”南水北调（定安）水务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彬介绍。

（本报定城11月23日电）

定安借助省县联动、县企合作等方式推进“六水共治”

巧借多方力 写好水文章

我省公安部门
严厉打击网络赌球

本报讯（记者良子）卡塔尔世界
杯拉开了大幕，有人觉得看球不过瘾，
还会在网络进行投注“买球”。为严厉
打击赌博违法犯罪，11月21日，省公
安厅公布全省各市县举报赌博电话，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

近日，海口警方根据海南省公安厅
治安总队移交的线索，破获一起利用微
信发送赛事、赌球玩法等信息组织网络
赌球的网络赌博案，刑事拘留通过“返
水”和“占成”牟利的团伙骨干成员黄
某、庄某等2人，该案涉案金额逾百万
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日前，琼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联
合城北派出所、刑侦大队在工作中发
现，琼海嘉积镇万泉河路一小区某房内
有人进行网络赌博，民警随后出警查获
一名涉嫌网络赌博的男子。经查，犯罪
嫌疑人王某利用浏览器翻译的方式在
多个境外赌博网站注册了赌博账号。
随后，犯罪嫌疑人王某经常在赌博网站
投注赌球，多次参与网络赌博，总投入
赌资约20万元。王某的行为涉嫌赌博
罪，后经琼海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
机关已对王某执行逮捕。

本报石碌11月 23日电 （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符文倩）11月23日
中午12时，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昌
江黎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学生
们欢快地走出教室，走向食堂。此
时，食堂早已为他们备好了香喷喷
的饭菜。

在宽敞明亮的食堂里，学生们排
队取饭、落座、用餐，秩序井然。而在
食堂四周的墙面张贴了“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的宣传标语、海报，营造良好
的用餐氛围。海南日报记者发现，学
生用完餐后的餐盘几乎无剩余饭菜，
就连餐桌都是干净整洁的。

“菜是定量的，两荤两素，米饭是
学生自己按需取，吃多少，打多少，我
们要让学生营养均衡，又不能浪费。”
思源实验学校副校长陈惠民告诉记
者，学生们现在光盘意识很强，这与
学校制定了制止食堂餐饮浪费行为

制度密不可分。
“在课堂上，老师们会加强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宣传。课堂外，
建立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文明就
餐监督员志愿者队伍，对食物浪费
现象进行监督，对发现的粮食浪费
现象及时进行纠正和批评教育。”
陈惠民说。

此外，学校还通过举行“光盘行
动”打卡、“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签字
留言、发放倡议书、“我为食堂提建
议”“光盘之星”评选等活动，引导学
生自觉形成节约粮食的意识和行为

习惯。
当前，昌江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该县不断加大“光盘行动、反对餐
饮浪费”宣传力度。昌江市场监督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大力宣传禁
止餐饮浪费的良好风尚，该局结合日
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工作，通过监督检
查仓库食材“先进先出”、上门传播法
律知识、张贴宣传海报、张贴倡议书、
发放宣传折页等形式，对全县餐饮服
务单位进行全覆盖宣传，倡导餐饮服
务单位履行社会责任，营造出了珍惜
粮食、反对浪费的良好社会氛围。

昌江倡导文明餐桌，践行光盘行动

饭菜定量取食 光盘映见文明

我省第49期小客车摇号
11月26日举行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良
子）11月22日，省调控办发布公告，
海南省第49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
将于本月26日15时举行。

本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申请受
理已按规定时间节点截止，经统计，本
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人摇号
有效编码22083个，单位摇号有效编
码440个。

自2022年 11月 22日起，申请
人登录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
信息系统（www.hnjdctk.gov.cn）查
询资格审核结果。申请人如对审核结
果有异议的，可自公布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向调控管理机构提交复核申
请。复核申请详见系统提示，或首页

“办事指南”栏目《申请小客车指标办
事指南（个人）》《申请小客车指标办事
指南（单位）》。

为进一步满足群众的购车需求，
本期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
20957个，单位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
440个；个人及单位有效新能源申请
编码，即申请即配置新能源小客车增
量指标。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11月22日12时—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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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0

9

7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文明餐饮 杜绝浪费

11月16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食堂，山区学生边吃营养餐，边开心交流。
近年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不断加大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营养餐的财政投入力度，积极完善

全县中小学食堂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学生营养餐吃得更好、更放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的营养餐山里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