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环境质量季报
（2022年第二季度）

一、地表水水质状况

第二季度全市地表水例行监测了

5条河流和 4个主要大中型湖库，共有

5个国控、6个省控断面。水质优良（Ⅰ

~Ⅲ类）比例为90.9%。其中，宁远河南

塔电站、崖城大桥，藤桥东河大桥，三

亚河林家村，汤他水妙林等 5 个河流

断面水质均为地表水Ⅱ类，半岭水海

螺村断面水质为地表水Ⅳ类。大隆水

库出口、大隆水库库心（雅亮）、赤田水

库取水口等 3 个湖库点位水质均为地

表水Ⅱ类，福万-水源池水库取水口、

半岭水库取水口等 2 个湖库点位水质

均为地表水Ⅲ类。

二、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第二季度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效

监测天数为 91天，空气质量AQI 指数

优良率为 100%。其中，空气质量AQI

指数属一级（优）的天数共 86天，占本

季度有效监测天数的94.5%；空气质量

AQI指数属二级（良）的天数共5天，占

本季度有效监测天数的5.5%。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7月26日

根据《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和《海南省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公报制度建设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现发布《三亚市环境质量季报》（2022 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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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7月 27日，
记者从三亚市创文巩卫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进一步美化城市市容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针对居民小区楼
道“脏、乱、差”等问题，三亚将集中开
展“楼道革命”专项整治行动。

“楼道革命”整治行动是在新形势
下深化创建文明城市和推进公民道德
建设的重要载体，对融洽人际关系，

净化社会风气，促进市民思想道德素
质和精神品质的提高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此次，“楼道革命”专项整治行
动落实三亚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推进会会议要求，整治时间从8月1日
至9月30日，整治范围为全市各社区，
以改造居民生活环境、改善人际关系
为目标，引导居民实现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提高居民素质，培育文明风尚，
夯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基础。

整治目标任务针对楼道内窗扇污
损、堆放杂物情况，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对辖区内每栋楼道进行排查
整改。以“三有四无四个一”为重点，
深入宣传，广泛发动。建立楼道长工
作机制，充分发挥楼道长作用，动员
群众积极参与文明楼道建设，做到楼
道安全、畅通、干净，使楼道成为传播
文明理念、促进邻里和谐、展示家风
家训的重要载体。

据悉，开展“楼道革命”攻坚行动
系三亚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九大攻
坚迎检”任务之一，三亚还将开展交
通治理攻坚行动、城市“十乱”治理攻
坚行动、农贸（临时、批发）市场攻坚
行动、乡村环境治理攻坚行动、学校
（医院、场站、市场）周边治理攻坚行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提
升攻坚行动、群众满意度攻坚行动、
城市建设管理攻坚行动。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7 月 27
日，省考试局公布 2022 年海南省中
等学校招生第一批 B 段投档分数
线。其中，海南中学(府城校区)分数
线为 837 分，海南省农垦中学分数
线为 790 分，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分数线为 789 分，三亚市第一中
学分数线为 769 分，海南中学三亚
学校分数线为749分。

海南华侨中学本市户籍考生(含
港 澳 台 籍 和 三 侨 生)分数线为 816
分，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分数
线为 824 分；海口市第一中学本市
户籍考生(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分
数线为 792 分，本市学籍非本市户
籍考生分数线为812分。

其他学校分数线考生可登录省
考试局官方网站查看。

本报讯（记 者 李 少 云 通 讯 员
金 峻 华）7 月 28 日，记者从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获悉，为落实民航局做
好“首乘旅客”（指第一次乘坐飞机
出 行 的 旅 客）服务、保障群众美好
出行的需求，三亚凤凰机场在“首
飞无忧，畅想体验”系列服务的基
础上进行服务升级，推出“乘机指
引图”，进一步帮助“首乘旅客”无
忧出行。

据悉，7月 30日起，“首乘旅客”
可到三亚凤凰机场特殊旅客服务柜
台办理“首乘”手续，工作人员会为
旅客发放乘机指引图，同时在旅客

胸前粘贴“首飞贴纸”，便于机场工
作人员识别“首乘旅客”身份，让旅
客享受专属值机、快速安检、优先登
机等一系列延伸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指引图上标有
登机口分布和路线的简要说明，并
列明乘机步骤和前往登机口所需时
间，为“首乘旅客”提供清晰、精准的

“掌上地图”。遇到航班延误等不正
常情况时，机场工作人员还将安排
专人对“首乘旅客”给予帮助，协助
解决客票退改签、餐饮、交通、住宿
等问题，全方位做好“首乘旅客”的
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近日全国
多地持续高温，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
国高温预报显示全国多地“飘红”。7
月 28 日，记者从三亚气象台获悉，未
来几天，三亚全市以晴热天气为主，

29日三亚最高气温或达36℃。
29 日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

云 ，最 高 气 温 全 市 32-36℃ ，市 区
34℃；最低气温，北部山区 23-25℃，
沿海地区25-28℃，市区26℃；

南到西南风，内陆地区3-4级，沿海
地区4-5级，近海海面5级、阵风6级。

据三亚气象台预测，8月上旬至8
月中旬，三亚平均气温 28～29℃，接
近常年平均值。最高气温 34～35℃

主要出现在 8 月上旬前期；总雨量
150～200 毫米，略偏多，主要降水时
段集中在 8月上旬中期到 8月中旬前
期，预计期间有1～2个热带气旋影响
我省。

本报讯（见 习 记 者 陈 超 全 记
者 黄 世 烽）“餐饮店应当做好垃圾
分类及厨余垃圾处理，妥善处理好

‘餐用油’，备齐相关证件……”7 月
27 日晚，在吉阳区商品街一巷的“华
莱士”餐饮店内，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人员对该店厨卫环境提出了整
改要求。

据悉，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开
展城市管理重点难点问题攻坚整治
行动的工作部署，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出动吉阳分局、第一行政执法支队，
联合市住建局、市旅文局、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单位，针对商品街周边区
域餐饮企业存在的“未落实餐厨垃圾
联单管理制度”等问题开展联合整治
行动。

当晚，执法队员进入商品街一巷
59号的“华莱士”店内后，对该店值班
负责人进行询问。在了解到该店执
行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未落实餐厨
垃圾联单管理制度，执法队员对值班
负责人和店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出

具了整改通知。
同时，执法队员还对该店厨房进

行认真检查。对该店厨余垃圾分类、
用厨工作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
好餐厨垃圾合理合规分类，对于保障
用餐卫生环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都
具有重要作用。”执法队员对值班负
责人和店员说。

当晚，执法人员共检查商品街周
边区域 5 家餐饮店。检查发现，5 家
餐饮店均未落实餐厨垃圾联单管理
制度，有的餐饮店还存在违规处置厨
余垃圾、未执行生活垃圾分类措施等
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发接受调查询
问通知和整改通知。同时，执法人员
再次要求各家餐饮店在合法合规经
营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环境管理工
作及安装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等
安全防范工作。

随后，执法人员还检查商品街周
边区域 4 家网吧，发现其中 2 家存在
有人吸烟的现象，依法对当事人各处
罚50元。

执法人员检查商品街周边区域餐饮店，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
陈超全 黄世烽 摄

未落实餐厨垃圾联单管理制度、违规处置厨余垃圾……

三亚5家餐饮店被要求整改

城市管理曝光台城市管理曝光台

捆绑小区杂乱电线
打造安全美观环境

7 月 28 日，三亚港门村社
区，工人在吊机上对杂乱电线
进行整理捆绑。目前，三亚一
些小区供电线、通信线等存在
私自乱拉、老旧和杂乱无章情
况，影响了城市景观。将小区
各种杂乱电线捆绑整齐，既安
全又美观。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7月27日
上午，2022年三亚市妇联“生态科普
大讲堂”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育才生
态区明善村委会，近 50名中小学生
参加活动。活动旨在引导更多的家
庭提升生态文明素养，争做保护环
境的倡导者、参与者和践行者。

育才生态区距离三亚主城中心
相对较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老师
驱车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特邀
老师王艳娜顾不上一路辛苦，快速
拿出准备好的课件，为同学们讲解
海南本地植物、海洋生物、动植物保
护、生态平衡等知识。

生态科普讲座结束后，王艳娜
将贝壳等物料分发给同学们，并用
视频播放制作方法。遇到同学提
问，工作人员和老师耐心地手把手
教。不一会儿功夫，一个个精美的
贝壳胸针被制作完成。废弃的小贝
壳华丽转身变成了艺术作品，给同
学们带来了满满成就感。

从 6 月中旬至今，2022“生态科

普大讲堂”系列活动先后走进三亚
各区及育才生态区，将“变废为宝”
和“生态平衡”、探索大自然等知识
融会贯通，给孩子们带区了绿色生
活新体验。

三亚妇联“生态科普大讲堂”走进山区

引导少年儿童争做环保倡导者

一名女孩在展示制作完成的
贝壳胸针。 黄世烽 摄

海南中招第一批B段投档分数线公布
市一中769分，海南中学三亚学校74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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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凤凰机场：

推出“乘机指引图”
帮助“首乘旅客”无忧出行

改造居民生活环境，培育文明风尚

三亚将开展“楼道革命”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时间从8月1日至9月30日

未来几天三亚晴热天气持续在线
预计下月有1～2个热带气旋影响我省

本报讯（记 者 刘 盈 盈 实 习 生
符玉婧 ）“您有一条新的警情。”7月
27 日上午，电动两轮车固定抓拍电
子警察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以下简
称“电子警察”）对抓拍到的交通违
法行为及时进行了反馈，并通知交
警路管员到现场对交通违法行为人
进行处罚。

“你于今日9点 48分，在新风路
与三亚河西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闯
了红灯，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拦
截。”当天上午，市民张先生因闯红
灯被交警路管员拦下。

自 6月 27日电动两轮车固定抓
拍电子警察启用以来，三亚交警对
电动两轮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闯红灯、逆行、未按规定车道行
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采取非现场执法方式，对电动两轮
车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车主一旦违规驾驶，交管部门将根
据交通技术监控资料依法对其进行

处罚。目前，三亚交警已对近 200
名电动两轮车违法行为人进行处
罚，有效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据介绍，电动两轮车违法行为
将录入交管处罚系统，后台通知当
事人到违法行为发生的岗亭接受教
育，并现场开展交通法律法规学习
和观看交通违法视频，学习时间满
两小时后开具凭证。如果未在指定
时间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罚，将影响
车辆车驾管、交管业务的办理。

三亚交警相关负责人说：“我们
把抓拍系统的违法情况及时通过相
关媒体和公众号曝光，对于电动两
轮车违法行为人产生一定的震慑作
用。同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后半
夜时间段，电动两轮车行为人因未
佩戴安全头盔或者闯红灯导致事故
发生的几率。”

据悉，下一步，三亚还将计划增
加电子警察数量，加大对电动两轮
车违法行为曝光力度。

“电子警察”上岗抓拍违法
一个月近200名电动两轮车主被罚

文明交通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