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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

16 59

海棠湾 14

54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14

63

鹿回头

--

----亚龙湾

----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

（5 日 16:00 至 6 日 16:00）

--

君悦子站 13 67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14 56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两年前这里还是污水靠蒸
发、垃圾靠风刮的光景。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站建成后，村里的卫
生环境变好了，还改变了大家的
生活方式。”草木青青，野花争相
开放……8月 4日中午，在吉阳区
红花村，吃过午饭的村民蒲国秀
躺在家门口的吊床上休息，看着
屋外的景色，心里有些许感慨。

蒲国秀的这份“获得感”，得
益于三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项目的建设，吉阳区红花村委会
保引村村民的居住环境大幅改
善，原先污水散排乱排、污染地下
水的情况彻底解决，生活污水得
到有效治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的最
大优势。从 2018 年开始，三亚率
先在全省采用“工程总承包+委托
运营”的模式，为 222 个自然村实
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服务
人口 13.88 万人。项目建设补齐
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短板，提
高了污水收集率、处理率，有效助
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及美丽乡村
建设。

实时监控 智能清污

“以前生活污水和厕所污水随
意排放，夏天天气炎热，空气中弥
漫一股恶臭，吃饭都吃不下。”回忆

起从前，蒲国秀至今仍然难以接
受。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站建成后，
村里的环境有了较大改观。蒲国秀
直赞：“现在很舒服，空气都香了。”

事实上，有这样感受的不止
蒲国秀一个人。保引村生活着50

多户 250 多名村民，他们对生活
污水集中处理站给村里带来的改
变，都有着亲身体会。

大伙眼中的这座花园式生活
污水集中处理站，每天能处理 30
吨污水，收集起来的污水经过缺

氧、好氧、除磷、沉淀等步骤，处理
排放出的尾水水质达到国家一级
B类排放标准，可用于林木灌溉。

项目业主单位三亚环境水质
净化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破解设施设备建好后数十年的运

行维护难题，项目还在全省同类项
目中首次采取EPC+O模式，项目
按照建设一批、移交一批、运营一
批的原则，统一交由项目运营公司
运营管理，目前由三亚市海创水务
环保有限公司作为项目运维公司，
通过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自动运
行加定期巡检，大大节省了人力投
入。目前，该公司进驻运维团队已
从入户源头、化粪池建设、管网铺
设等进行调试和巡检维护，并在三
亚市新城水质净化厂搭建污水监
控系统平台及中央控制调度室，实
时监控各站区运行情况。

来到保引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站，只见一片空地上长满了茵茵
绿草，空气中也闻不到异味。若非
有几个井盖裸露在外，很难看出这
是一处污水处理站。而在井盖的
旁边，喷头静静伫立，等到污水处
理成干净的清水、水位达到一定的
量，便自动喷洒，浇灌草木。

“村民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自
流首先进入到调节池中，经过过滤，
流入调节池，并在风机的作用下经
过缺氧池和好氧池等环节的处理，
再沉淀，达标后可排放。”三亚市海
创水务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
文解释说，这个生活污水处理站虽
然不大，但“五脏俱全”，日均处理
30吨污水，可满足日常需求。

下转2版▶

三亚打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样板”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张慧膑 王俊

补齐污水治理短板
建管一体智慧运营

工作人员在位于吉阳区保引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站取水样并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8 月 6
日，记者从三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获悉，三亚对外地病
例涉疫人员开展二轮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8月 1日，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市新
增 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 1例无
症状感染者，均有湖南省张家界旅

居史，并于7月 28日至 7月 30日在
三亚活动。了解到有关情况后，三
亚市高度重视，立即全面排查相关
人员在三亚的活动轨迹，并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进行了紧急处置。

连日来，三亚认真落实省、市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成立现场指挥
工作专班，下设接听服务组、对客服
务组、健康监测组、安保维稳组、综

合协调组等 5 个工作组，进一步为
涉疫旅客和员工提供精细化服务。

日前，三亚对酒店住客、工作人
员全员进行第一次采样，共采集人
员样本 1262份、环境样本 50份，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8月4日，三
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通报：8月1日的外地病例涉疫人员
1619 人，已全部追踪管控到位，开
展了二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涉疫酒店已采取封闭管理，已

对酒店内外环境采样50份，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8月 4日，吉阳区快速对在三亚
涉及 8月 1日海口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的密接者和次密接者以及中高风
险地区到三亚的人群进行集中隔
离，并增设了一处留观点，确保做到
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8月 6日，记者在吉阳区留观点
未名湖公园希尔顿欢鹏酒店看到，
酒店外围设立了警戒线，身着防护

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值班看守。据了
解，该酒店实行“三区两通道”（即
生活区、隔离区、工作区和医务人员
通道、隔离人员通道）隔离管理措
施。每天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配
备 11名医护人员和 20名执法人员
24小时轮班值守。

8月 1日以来，吉阳区对中高风
险地区到三亚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共 3500 余人次，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

三亚14名社会人士
担任知识产权
纠纷人民调解员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8月 6日上午，三亚
举办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兼职人民调
解员受聘仪式，14名社会人士喜领聘书上岗，
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优质营商环境建设。

三亚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2020年 5月挂牌成立，主要职责是调解在三亚
市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引导符合条件的当事
人申请法律援助、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等，
原已配有调委会委员3名、专职调解员2名。

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处置
中的积极作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创新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方式，推进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的构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三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会同市司法局聘请了14名社会人士，担
任三亚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兼职人
民调解员，壮大知识产权领域人民调解力量。

此次择优受聘的14名兼职人民调解员，主
要来自三亚市各律师事务所律师，他们较为熟
悉知识产权调解纠纷实务，有利于进一步充实
调解员队伍，为建立便捷、公正、高效的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及拓展快速维权渠道打下
坚实基础，也将助力三亚创建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和营造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
场环境。

三亚对外地病例涉疫人员二轮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8 月 6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赴
育才生态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调
研乡村振兴工作，并在那受村委会
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

周红波先后来到那会村委会全
自动化绿壳蛋鸡养殖基地、龙密村
委会水质净化厂项目、明善村委会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雅林村
委会蔬菜种植基地项目和脱贫户苏

祥海、董亚明、韦玉明家中，检查指
导疫情防控工作，调研农民增收、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等工作。他
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坚
决守好育才的好山好水好生态，奋
力将其转化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要强化规划引导，完善提升乡村基
础设施，引进有实力企业参与产业
发展和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大动能，推动农民可持续增收。

要进一步做好排查监测、环境消杀、
宣传教育等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筑牢农村
地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在那受村委会，周红波听取村
庄规划、生活污水治理等情况汇报，
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与大家共
同回顾百年党史，交流学习体会。
他从“四个伟大成就”“伟大建党精
神”“九个必须”等方面阐述了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丰
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强调
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围绕海南自
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以及
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
进一步找准方向抓落实，多想多干、
真抓实干，真正把育才生态区打造
成为三亚的“后花园”。要以产业振
兴为根本着力点，解决好种什么、怎
么种、如何卖的问题，努力把农产品
变成旅游产品，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
荣；以生态振兴为支撑，坚决不挖
山、不填水、不砍树，处理好生活污
水和垃圾，强化乡村建筑风貌管控，
打造干净整洁漂亮村庄，实现农业

农村绿色发展；以人才振兴为关键，
加强村“两委”干部、农村党员群众
的教育培训工作，善于发现人才、重
用人才、留住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文化振兴为灵
魂，持续开展“六治”（治懒散、治酗
酒、治私彩、治浪费、治不孝、治脏
乱），讲好本地好故事，铸就蕴含文
化的文明乡风；以组织振兴为引领，
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带
富能力，切实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内生动力。

市领导周俊参加。

周红波在育才生态区调研并讲党课时指出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真抓实干奋力打造美丽富饶的三亚“后花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开新局、育新机、谋新篇”

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保护系列报道之五—生态保护系列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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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湾科技城联合中行
解决外资企业开户难

红塘湾路部分路灯复明
居民不再忧

芒果树“生病”
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解农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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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湾走失7天的老人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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