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受理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216件，已审结210件；受

理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6件，已审结5件。

◆目前已建成污水处理厂15座，加上企业自建的小型污水处理站和

移动式污水处理站，日均处理污水总规模达44.3万吨，基本实现全市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正在抓紧建设2座污水处理厂，预计2021年底完工。

三亚已建成污水管网长度累计956.17公里，污

水泵站共计74座，管网总体覆盖率为77.5%。

已建成农村垃圾转运站 12座，基本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日产日清。博后、中廖、安罗、罗蓬等4个行政村

完成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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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本报讯（记者 黄珍）7 月 9 日
上午，海南省劳模疗休养基地——
三亚湾迎宾馆、鹿回头国宾馆签约
授牌仪式在三亚湾迎宾馆举行，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陆志远，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王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张羽飞出席仪

式。全省 130 名曾奋战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将在
此参加疗休养活动。

一直以来，海南省总工会高度
重视劳模疗休养工作，将之作为工
会关心关爱劳模的重要体现。今
年以来，省总工会相继开展“振兴
旅游普惠职工”疗休养、健康游暨

2020 年万名职工健康体检活动，
为常年辛勤工作的劳模、参与疫情
防控的医护人员及一线职工创造
疗养、休养的条件。

“随着三亚湾迎宾馆、鹿回头
国宾馆此次挂牌，海南省劳模疗休
养工作翻开了新的篇章，必将激励
和鼓舞更多的优秀职工争做新时

代的奋斗者，有力促进我省产业工
人队伍的建设和发展。”王全说，劳
模疗休养基地要以一流的服务打
造一流的基地，精心设计满足劳模
需求、符合疗休养实际、形式多样
的疗休养活动，不断推动劳模疗休

养活动持续有效开展。
目前，三亚共有 3家酒店被命

名为“海南省劳模疗休养基地”，分
别是三亚南田温泉好汉坡国际度
假酒店、三亚湾迎宾馆和鹿回头国
宾馆。

三亚新增两家省劳模疗休养基地
130名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开启疗休养

海南集中医学观察者清零
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解除隔离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7月 9日，三亚日报记者
从海南省卫健委获悉，7 月 8 日 0-24 时，海南省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

截至 7月 8日 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71 例，其中境外输入 2例。死
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5例。确诊病例中，海口市
39例、三亚市57例、儋州市15例、文昌市3例、琼海
市 6 例、万宁市 13 例、东方市 3 例、澄迈县 9 例、临
高县6例、昌江黎族自治县7例、陵水黎族自治县4
例、定安县 3例、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3例、乐东黎
族自治县2例、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例。

截至 7 月 8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057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7057 人，尚有 0人正在接受集
中医学观察。

截至 7月 8日 24时，海南省现有新型冠状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 38 例，已全部解除隔离。38 例无症
状感染者中，海口市 9 例、三亚市 22 例、东方市 2
例、陵水黎族自治县1例、万宁市1例、琼海市1例、
乐东黎族自治县 1 例、定安县 1 例；其中 28 例为境
内输入，10例为境外输入。

本报讯（记者 洪光越）7月 8日，副
市长、海棠区委书记吴清江带队巡查藤
桥河与龙楼水交汇处河段，并调研藤桥
河、龙楼水生态环境情况，现场研究部
署河流治理工作。

当天下午，吴清江一行前往龙楼水下游
沿岸查看河流水生态环境，仔细了解龙楼水
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情况及排放水质情况，听
取海棠区海水局对龙楼水整治工作汇报。

吴清江要求，海棠区海水局要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对龙楼水排水口、
藤桥河内河断面及入海口海域分别取
样做水质检测，详细了解掌握河流水质
状况；区住建局要对龙楼水沿岸污水管
网进行细致排查梳理，确保沿岸居民污
水管网全覆盖，并对污水管道定期疏通
清理、及时维护；永宁社区、藤桥村委会
要全面排查龙楼水沿岸居民生活用水
排放情况，充分发挥村级巡河力量，加
强河道巡查管护工作。

吴清江强调，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
视藤桥河及龙楼水生态环境治理，各司
其职，落实抓好河流治理工作，确保藤
桥河内河断面水质保持三类持续向好，
切实改善河流面貌。

市领导带队
巡查河流生态环境

抓好河流治理工作
切实改善河流面貌

本报讯（记者 杨洋）人不
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7月 9
日，吉阳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百日
大督察部署要求，对吉阳区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坚持问
题导向，严格落实整改，传递出
这样一个理念：大家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一起来为三亚

“绿起来、美起来”尽一份力量。
良好生态离不开最广泛的

“绿色行动”，针对突出问题对
症部署改革举措，吉阳开出治
本良方。

顶层设计。成立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及7个整治小
组，每个工作小组均由相关部
门的领导任组长，对各项目标
任务进行细化分解，分析梳理

出一批需重点整治的工作任务
并明确了责任部门。对此，各
单位、部门主动对号入座，并结
合任务实际，立即成立相对应
的组织领导机构，进一步细化
明确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
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靶向治理。吉阳区各单
位、各部门认真组织开展自查，
深入摸排问题底数，拿准拿实
工作方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明确整改时间、
整改措施和责任，并加强跟踪
推进，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更有
力的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动
各项工作任务整改落实。

协同推进。环境治理是系
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市
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形
成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

局。吉阳区充分整合资源形成
合力、攻坚克难，协调推进生态
环境问题解决；各村（居）委会
承担起属地责任，切实围绕难
点问题，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
整改，并在落实整改的基础上，
进一步形成长效机制，为下一
步工作打牢基础；各相关部门
落实监管责任，进一步联动配
合、联合执法，切实形成高效有
力、职责明确、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

精准发力。采取“倒计时”
的工作方法，倒排工作计划，将
重点工作、重点任务分解量化
到月、到周，真正落实“到事、到
人、到时、到位”，确保各项工作
抓紧、抓实、抓细、抓到位。

力度不减。区纪委监委和
区政府办督查室发挥职能优

势，进一步改进方式、创新手
段、敢动真格，将本次生态环境
保护百日大督察工作取得的成
效作为督查的重点内容、监督
的重点领域，发现问题及时通
报。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主体
责任。进一步发挥考核“指挥
棒”作用，坚决严肃查处违规
开发、损害环境等违纪违法行
为，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
处。

执行有力。吉阳区委组织
部将生态环境保护百日大督察
工作的考核评估工作纳入年度
考核指标体系中，针对各单位、
各部门推进情况进行专项考核
评价。同时，要注重发挥好干
部监督职责，全面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落实。

梳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吉阳区开出治本良方助推“绿色行动”

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把绿水青山
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近年来，三亚市深入开展生态
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不懈
推进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把握好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节奏和力度，提高
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突出依法、科
学、精准治污。

在制度保障上，出台了《三亚
市白鹭公园保护管理规定》《三亚
河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等地方性
法规，逐步建立起涵盖水、大气、绿
地、山体、海岸带等主体的生态环
保法规体系。严格落实“多规合
一”，加强生态红线管控。2018 年
先后印发三亚市区级发展综合考

核评价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完善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
系。每年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加强跨区域
性的环境资源司法执法联动合作，
2017 年以来共受理破坏环境资源
刑事案件 216 件，已审结 210 件；
受理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 6件，
已审结5件。

在硬件设施上，建设了一批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垃圾焚烧发
电厂、垃圾转运处理设施等环保基
础设施。目前已建成污水处理厂
15 座，加上企业自建的小型污水
处理站和移动式污水处理站，日均
处理污水总规模达44.3万吨，基本
实现全市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正
在抓紧建设 2座污水处理厂，预计

2021年底完工。
截至去年底，三亚已建成污水

管网长度累计956.17公里，污水泵
站共计 74 座，管网总体覆盖率为
77.5%。

垃圾方面，已建成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一、二期，餐厨废弃物处
理厂等 7个项目，初步实现生活垃
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
圾等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全市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1850 吨/
天。

在工作机制上，全面推行市、
区、村 3 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体
系，7条黑臭水体均已达到消除黑
臭的标准。2019年 10月三亚入选
全国第三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
范城市。因地制宜分类推广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模式，项目计划覆盖
自然村 377 个，已开工 359 个，完
工 102 个。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问题专项整治，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100%。重点推进“六个严
禁两个推进”工作，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2020年上半年，三亚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为 100%，主要污染
物可吸入颗粒物（PM10）累计均值
为 22 微克每立方米，细颗粒物
（PM2.5）累计均值为 11 微克每立
方 米 ，较 2019 年 同 期 分 别 下 降
8.3%和15.4%。

另外，出台了《三亚市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划
定了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
三 亚 禁 养 区 海 水 产 养 殖 面 积
5583.63 亩 ，目 前 已 完 成 退 出

3197.39 亩。海棠区铁炉港 151 家
养殖渔排和海鲜排已全部清退。
三亚共有 46 个花岗岩石废弃矿
山，除用于项目建设暂停修复外，
已修复完成 40个。大力整治农村
人居环境，已建成农村垃圾转运
站 12 座，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博后、中廖、安罗、罗
蓬等 4 个行政村完成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

此外，2019 年三亚市还正式
列入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城市和地区。三亚将立足本市
固体废物产生和管理现状，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针，以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进
一步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无废
旅游城市”。

三亚：科学精准治理 守护蓝天碧水
本报记者 胡拥军

7 月 7 日下午，高处俯瞰半山半岛帆船港海域，上百艘游艇游
船在海面上游弋。游客乘坐游艇游船来到这里游玩和海钓，感受
阳光灿烂的浪漫之旅。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12345热线
开通局（区）长值班座机
电话号码：0898-88695001
时间为每日09：00-11：30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郑丹璇）三亚日
报记者从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了解
到，为切实加强热线协调督办力度，快速、及时、有
效地处理与解决市民游客的诉求，提高热线工作效
率和服务质量，7月 1日起，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
热线已经恢复局（区）长在线接访制度。

同时，为了进一步畅通市民的反映渠道，三亚
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于7月 8日起开通了局（区）
长值班座机，如因热线话务繁忙无法呼入时，市民
游 客 可 以 直 接 拨 打 局（ 区 ）长 值 班 座 机 ：
0898-88695001，在线接访时间为每日 9:00-11:
30，届时将有局（区）长接听电话，解决大家的烦恼。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两项目
获科技部中欧“龙计划”立项
在海洋遥感领域再取突破性进展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通讯员 卓越）近日，科技部
与欧洲空间局合作的“龙计划”五期项目评审结果
揭晓，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杨海军博士作为共同
负责人联合申报的两个研究项目“变化中的海岸带
海洋环境遥感”和“海洋动力环境多传感协同监测”
获批准立项，将于7月中旬正式启动。

此次是该校首次参加科技部中欧“龙计划”项
目，也是继 2019 年 12 月底中国工程院蒋兴伟院士
海南省院士工作站正式落户该校后，在海洋遥感领
域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项目的实施可进一步
锤炼和提升该校在南海海洋遥感方面的研究和应
用能力，扩大国际知名度，同时还将为该校海洋类
学科及专业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中欧“龙计划”是科技部与欧洲空间局在对地
观测领域的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目的是联合中
欧知名遥感专家在资源环境、海洋、灾害、大气、定
标与真实性检验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促进遥感技
术应用水平的提高。

“龙计划”于 2004 年启动，每 4年一期，目前已
执行 4 期，在遥感领域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2020-2024 年为“龙计划”五期阶段。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海洋信息工程学院的遥感专家唐亮博士在
第一个项目中担任共同负责人。另外，杨海军教授
的硕士研究生、生态环境学院的叶晓东同学被列为
第一个项目的青年科学家，届时将参加项目专门为
青年科学家组织的各项交流与培训活动。

百艇争游

中共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张琦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广州7月9日电 2020年 7月 9日，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受贿一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5年至
2019 年，被告人张琦利用担任海南省三亚市副市
长、中共三亚市委副书记、海南省旅游局局长、中共
儋州市委副书记、儋州市市长、中共儋州市委书记、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中共三亚市委书记、中共海口
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
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单
独或通过其近亲属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7亿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张
琦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
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张琦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

部分全国、广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
者及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Sy 坚定四个自信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95110开通运行一周年

海南海警
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约1.4亿元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通讯员 周克
和）三亚日报记者从海南海警局了解
到，95110海上报警平台自2019年 7月
10日正式开通运行以来，海南海警局实
行24小时值守，加强资源整合，强化协
同配合，实现了警情转接的高效运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共累计有效完
成接处警 1945 起，侦办海上刑事案件
75 起、查处行政案件 383 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239 人、行政处罚 241 人、查
扣涉案船舶 348 艘、查获海砂 13 万余
吨、成品油 5694 吨、渔获物 139884 公
斤、冻品 102 吨、香烟 1533 条，处理海
上救助类警情 105 起，救助遇险渔船
民及游客 81 人、船舶 17 艘，挽回群众
经济损失约 1.4 亿元。

海南海警局表示，将继续加强和完
善“95110海上报警平台”建设，坚持快
速反应、规范处置、热情服务，强化海上
巡逻管控，努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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