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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迎春

宽敞明亮的猪舍外，管道中的粪水
经格栅截留后流入收集池。而在不远
处的半山腰，从管道里流出的水却颜色
微褐、无异味。11月30日，走进位于陵
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什巴村的龙健十
万头黑猪种苗生态养殖基地，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番情景。

从“黑脏臭”到“清如许”，粪水如何
实现“大变身”？答案就藏在该养殖基
地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工程里。“猪的
排泄物会通过漏缝板进入专用管道，固
液分离后的固态物成为有机肥原料，剩

下的污水则以高级氧化技术处理。”养
殖场场长柳国良告诉记者，厌氧、好氧
生物处理工艺是治污的关键。

爬上半山腰，“环保区域”就坐落于
此。在这里，污水进入厌氧罐后密闭发
酵产生沼气，沼气可用于发电；沼液则
继续进行厌氧、好氧、沉淀、气浮、消毒
等处理，最后成为符合排放标准的农田
灌溉用水。

“处理后的灌溉用水可经过铺设的
管线还于农田，我们还和周边的村民小
组和果园签订合同，长期供应沼液。”柳
国良介绍，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
主要供厂区日常生产生活发电，自给自

足的同时，多余的免费供应周边农户。
今年初，该养殖基地续建项目工程

被列为陵水“六水共治”重点治污建设项
目，这一模式既有效解决了畜禽养殖尾水
排放污染问题，又平衡了农业经济发展和
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关系，对今后打赢

“六水共治”攻坚战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
除了畜牧养殖之外，陵水持续深化

农业种植和水产养殖“两转型”，促进农
业污水治理。

在陵水提蒙乡一片田洋的边上，种
植户将田间地头的瓜菜类秸秆、地膜等
农业废弃物集中打包，送到就近的回收
点。为减少农业废弃物对周边河流流
域的污染，陵水在主要种植区域田洋、
村级垃圾处理点共设立11个农业废弃
物回收、存放点，并为各乡镇配备防渗

漏农业废弃物回收箱82个，全县120家
农药店配备带盖、防渗漏的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桶240个。

与此同时，该县还通过开展主要农
作物病虫害调查监测、科普病虫害防治
技术、进行科学施肥技术指导、举办化
肥农药减施增效培训等措施，深入推动
化肥农药“双减”工作。

如何念好水产养殖的“治水经”？
陵水积极推动水产养殖向深海网箱转
型。目前，该县已清退近岸海域禁养区
养殖场7788亩，基本完成重点禁养区
的清退工作，并鼓励渔民和合作社向深
海网箱养殖产业发展，已审批4458.8亩
深海网箱养殖，不仅拓展了深海经济发
展路径，也进一步深化了“两转型”的工
作方法。 （本报椰林12月1日电）

陵水借“六水共治”契机治理农业污水，推动种植养殖业转型

念好农业“治水经”
坚决打响“六水共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第二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启动以来，我省共创建国家
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12所、省级示
范学校 238所、市县（区）级示范学校
520余所，在校学生禁毒知识知晓率达
100%。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11月30
日在海口召开的“严教工程”指挥部成员
单位专题会议上获悉的。

2020年以来，省“严教工程”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在省禁毒委的有力指导下，
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坚持校内校外
一体推进，积极构建家、校、社“三位一
体”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完成了全部既定
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

团省委创新打造“一誓一课一体验”
校园禁毒预防教育品牌活动；省司法厅
将禁毒普法工作融入“海南省法治文艺
进校园”节目；全省 28家法院共指派
346人到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担任法治
副校长。

不断优化禁毒宣传传播方式，省“严
教工程”成员单位在用好报刊、广播、报
纸、电视等大众传播手段广泛开展禁毒
宣传报道的同时，充分应用微信、短视频
等新兴传播方式，创新融媒体宣传矩阵
推广运用。当前，我省积极推进线上线
下、新兴传统媒体融合发展，不断加强

“中国禁毒在线”“中国禁毒”“海南禁毒”
“海南禁毒新媒体”等主要平台推广。

在校园之外，我省专门研究了关于社
会面未成年人禁毒预防教育的工作方案，
以18周岁以下无法劝返继续高中阶段学
习的未成年人为重点，做好社会面易涉毒
未成年人一对一教育帮扶工作。

在省“严教工程”各成员单位的共同
努力下，我省受禁毒教育群众超过800
万人次，人民群众对禁毒宣传教育满意
度为98.32%。其中，在校学生禁毒知识
知晓率达100%，在2022年实现了18岁
以下青少年吸毒问题“零发生”。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吴多进

11月25日，省琼山监狱对101名未
成年犯进行了毛发采集。这些毛发中的
皮质醇含量，可以直接反映被检测人员的
心理压力水平。去年10月以来，面向未
成年犯开展这项工作，已经成为该监狱每
个月的“固定动作”。

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教育
改造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未成年人
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
逐年上升，由此导致的犯罪案件和反社会
行为不容小觑。

为加强重点人群心理疏导，帮助未成
年犯恢复健康心理、塑造良好人格，该局
从建设有利于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的监管
环境，打造监区、家庭、院校、医疗卫生机
构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等方面着手，
落实未成年犯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
的预防干预措施。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与海南医学院共同开展未成年犯心
理危机干预及科研工作。

该项科研工作于去年10月在我省唯
一关押未成年犯的省琼山监狱正式启

动。每个月，心理学专家及民警们都会利
用毛发检测、心理问卷、个体咨询等方式，
对我省未成年犯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评
估，并结合评估结果对其开展正念训练和
心理干预，不断探索更贴合未成年罪犯改
造需求的心理干预模式。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样关口前移、抓
早抓小、由点及面的做法，可以稳步有效
地降低未成年犯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
精神障碍患病率。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除了正念训练
和心理干预，省琼山监狱还注重通过开展
心理团辅、个体咨询、心理健康教育，以及
组织各类团体活动、推广排练“八段锦”等
方式，帮助未成年犯缓解心理压力、疏导
不良情绪。各项干预措施落地生效，近年
我省未成年犯心理问题消除率达86%，反
社会人格障碍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每个未成年刑释人员出监前，我们
都会从形势政策、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心
理调适等方面对他们进行出监教育，助他
们顺利回归社会。”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
管理局）教育改造处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

我省监狱系统探索贴合未成年犯的心理干预模式

撑起未成年人的“心灵防护伞”

本报讯（记者黎鹏 通讯员金浩田）
近日，经综合评定和公示，省教育厅联合
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决定授予海南省经
济技术学校等74所学校为“2021年海南
省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

据介绍，今年1月，2021年海南省毒
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评选活动启动，按照
学校自愿申报、市县审核推荐、省级评估
核定的程序开展活动。各学校申报前，按

照《海南省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标
准》开展自评自查，提供近3年来学校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台账、工作文件、创建
工作、活动相片等情况，并向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提交申报材料。各市县按照《创建
标准》组织“市县（区）级示范学校”评审创
建活动，逐项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和现场
核实，统计汇总后择优报送参评“省级示
范学校”。

74所学校获2021年海南省
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我省三年创建各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770余所

毒品预防教育成效显著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通讯员 洪文妍

“这味道，闻起来真舒服。”11月28
日上午，儋州市新州镇南岸村的村民林
玉和行走在田埂上，新鲜的泥土芬芳扑
鼻而来。放眼望去，重新翻耕后的大片
田地，种上了地瓜、南瓜、辣椒等作物，
绿意点点，一派生机盎然景象。

曾经，这里是连片的撂荒地，杂草
疯长，水利不畅，无人耕种，“沉睡”多
年。“我们这里处于春江水库末端，灌溉
配套也不完善。”林玉和说，近年来，种
地的收益比较少，大家干农活积极性不
足，越来越多的农田逐渐成了荒地。

荒田何以再变良田？“下沉式”监
督带来蜕变契机。儋州市纪委监委牢
固树立粮食安全“国之大者”意识，今
年以来将推动撂荒地整治作为护航粮
食安全的重要监督内容，紧扣土地流
转、惠农政策落实等关键环节，靠前监

督、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压紧压实相
关职能部门责任。坚决遏制耕地“非
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守好粮食
安全红线。

“在日常监督工作中，我们发现新
州镇南岸村撂荒地数量不仅是全镇之
最，在全市也名列前茅，是一块‘硬骨
头’。”儋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
局纪检监察组组长邹庆军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经过深入实地调查，他们发
现，该镇撂荒地主要集中在南岸村，点
多、面广、涉及农户众多，总面积超过
1500亩，大多数田地撂荒多年。

关于撂荒地，南岸村不是个例，需
要统筹施策，精准破题。儋州市纪委
监委通过“室组地”紧密联动，下好全
市监督一盘棋，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
项调研督导工作。同时，充分发挥驻
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作用，督促
市农业农村局迅速成立整治撂荒地工

作专班，对全市耕地“非粮化”撂荒地
存量问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根据摸
底排查情况分类建立台账，整改落实
定人定时定责，因地制宜盘活撂荒地。

新州镇干部林天禧介绍，该镇聚
焦撂荒地，多部门联动，摸清底数后，

“一村一策”，下大力气破解堵点。该
镇还创新了整治方式，牵手市属国企，
发挥村集体积极性，通过规模化土地
流转，引进农业开发企业，政企合力高
效推进撂荒地复耕复产。目前，该镇
南岸村撂荒地通过土地流转，一年可
以拿到9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企业发
展生产优先招用本地村民，最多时需
要用工100多人，让村民得以在家门
口打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种粮收益较
低、耕地地理条件差等现实问题，儋州
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
组督促该市农业农村局对症施策，利

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采取更加实用
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方法，不断提升知
晓率，让涉农政策真正成为精准惠农
的“及时雨”，农民成为惠农政策“明白
人”“受益者”。对家庭农场、种粮大户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撂荒地种粮
给予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撂荒地优先
纳入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范围，提升
种粮积极性。

邹庆军表示，接下来，该市将不定
期开展督促检查，推动撂荒地复耕复
种工作进一步落地见效，针对监督检
查中发现的不认真落实整治工作，或
工作不实、弄虚作假的，将严肃追责问
责。据统计，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儋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下沉
一线跟进监督，“唤醒”全市农村撂荒
地14390.8亩，推动及时复耕复种，助
力乡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本报那大12月1日电）

儋州以“下沉式”精准监督推动撂荒地整治

万亩荒地复良田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禁塑办）获
悉，我省计划将非织造布袋新增至禁塑
名录。

省禁塑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办
组织开展污染源调查和禁塑名录更新
研讨工作，起草了相关文件，拟将达到
一定克重的非织造布购物袋纳入禁塑
名录。

今年6月，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
公开征求《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三批）
（草案）》意见公告，多次广纳善言、科学

决策，意在为名录正式出台及后期施行
打下良好基础。

根据《名录（第三批）》，非织造布袋
被列在含有聚乙烯（PE）、聚丙烯（PP）、
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非生物降解高
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膜、袋类项下。

“将非织造布购物袋加入禁塑名单，

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事。”海南创佳达塑
料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连开从事塑料
制品生产加工多年，他认为，非织造布购
物袋和包装袋日常被广泛使用而且无法
降解，应将其列入禁塑名录中。

据了解，此前我省出台并实施的第
一批、第二批禁塑名录，已将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地膜、背心保
鲜袋等产品纳入名录管理。

我省将“更新”禁塑名录
非织造布袋拟纳入

禁塑进行时

遗失声明
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遗失渔业船
舶检验证书四本，船号：琼文渔
33222、琼 文 渔 33555、琼 文 渔
33666、琼文渔33999；证书编号分别
为：3302000210129、3302000210
130、3302000210131、33020002
1013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博尚领港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T
UBL48）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五指山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
号：21731001040006151，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1920405）、
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账号：21734001040002793，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699102）、财务人员梁
安亿个人私章（身份证号码：
460001195506070714）均 已 遗
失，特此声明。
●谢维珀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员
证书，证书编号：46000319671104
2613，声明作废。
●海南陵水擎天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国投厦港海南拖轮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46002000105，发票号码：00471
317，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大富豪客运有限公司临高
分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琼交运管临高字 469024060676
号，现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这殿最甜小吃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707397，声明作废。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不慎遗失坐
落在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99－8
省院南院小区A栋二门801房的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海口房权证
海房字HK022767，声明作废。
●海南联正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8MAA99
YCJ73）遗失合同专用章，现声明
作废。
●海南翼飞天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海口分公司业务支撑服务商
押金收据一张（渠道编码：HNHKK
X20）（票号：17030343，票面金
额：5000元），现声明作废。
●赵正交不慎遗失儋州锦成实业
有限公司所开发楼盘4栋3单元
1003号房的《儋州·西锦城认购协
议书》一份，编号：0000409，特此
声明作废。
●黎宝先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一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儋
州字460400100177号，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按屯昌县木色湖风景区规划方案
和省县二级政府要求，我司于近期
对该土地进行开发建设，该区块内
坟墓需要迁移。现将有关迁坟事
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屯昌天福贸易有限
公司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所有
坟墓；二、按国家专项规定执行；
三、迁坟期限：自即日起至2022年
12月31日止。请上述范围内坟墓
的坟主，在公告期限内到屯昌天福
贸易有限公司办公室办理迁坟手
续，逾期未迁的，将视为无主坟处
理 。 联 系 人 ：王 先 生 ，电 话 ：
13337512222。特此公告。

屯昌天福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日

字〔2022〕第562号），现依法向你
等用人单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
字〔2022〕第819号仲裁裁决书，限
你等用人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1日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海南帝邦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海南

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议于

2022年 12月 28日上午9时整在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

381号第8间铺面召开海南帝邦置

业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请各位股东按时参会。本次

股东会议联系人：海南福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左伟，联系电话：

13611833333。

2022年12月2日

公告
海南乐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何善重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585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第815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
（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751119），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1日

公告
海南奇力时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奎妮食品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莫秋燕与你等用
人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声明
海南奥瑞金包装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2年11月30日在《海南日报》
A11版刊登合同专用章遗失，现已
找到，恢复正常使用。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海南来了就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8M
AA99URU1X）决议将注册资本
由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世界联合商务秘书（海南）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
099284807L）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三亚市合平屿浪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91YXM1D），经
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
民币300万元减至75万元，请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宋莎雅遗失儋州市恒大名都车
位B140的认购书《海花岛联销项
目收款专用收据》一份，编号：
HHD4071002，声明作废。
●瑞宠（海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C0G18X）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中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
L6X2X3）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秦小燕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珠江南大街东侧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4〕第
569号，声明作废。
●李秀玲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椰风家园7栋802房的房款收
据一张，收据号码：0006698，金
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儋州市众鑫电动车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U0T3CX2）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46900300057495），
声明作废。
●郑秀萍不慎遗失执业药师注册
证一本，编号：ZY00521778，声明
作废。
●王铭弟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
号：20174612046002619900824
0317，声明作废。
●海南保亭思源实验学校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91121617，声明作废。
●海南云泓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22年12月9日

10:3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7辆汽车（含丰田、奥迪、捷达、海狮

13座等）。参考价为9万元/整体，

保证金为 1 万元/整体。展示时

间：2022 年 12 月 6 日～12 月 7

日。有意竞买者请于 12 月 8 日

17:00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 竞 买 手 续 。 联 系 电 话 ：

68559156，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

号国贸中心21C。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120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2月19日上

午10时至2022年12月20日上午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

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

com/）按现状公开拍卖：4·25专案

罚没金银首饰一批（37件）。展示

时间：12月15日～12月16日。竞

买人须登记注册淘宝账号并实名

认证，具体要求详见阿里拍卖平台

《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

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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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长期收购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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