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下时间表：本月中旬治理明显见效B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刘伟) 历时 2天
的海口市龙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后袁于 3月 10日上午胜利闭幕遥

会议号召袁全区人民要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袁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袁 贯彻落实省委六届十一次全
会尧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和区委七届
三次全会精神袁紧盯市委确立的建设
野滨江滨海花园城市冶 的战略目标不
动摇袁以扛起野四个担当冶尧建设野五个
新龙华冶为主线袁始终保持永不满足尧
永不停步的进取精神袁 同心同德尧群
策群力袁开拓奋进尧苦干实干袁扎实推
动龙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遥

龙华区七届人大会
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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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舍河国兴示范段多项目齐头并进

生态修复美舍河 清水长流树成荫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王铭冤 作为世界长
寿之乡的澄迈袁在开展城镇内河
渊湖冤水污染治理专项行动中袁澄
迈县委尧县政府高度重视袁多措
并举袁全面落实河长制袁不断加
大工作力度袁从而使澄迈县的水
污染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袁让
澄迈的天更蓝尧水更清袁人长寿遥

澄迈县在治理工作中袁不断
完善责任体系袁 结合本县实际袁

印发叶澄迈县城镇内河水污染治
理三年行动计划曳和出台了叶澄
迈县人民政府深入推进六大专
项整治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责
任分解表曳袁 有效的推进治理工
作遥 出台叶澄迈县河道水环境河
长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曳和叶澄
迈县河道水环境河长制管理工
作暂行考核办法曳袁 建立健全河
道管理长效机制袁为改善河道水
环境质量提供保障遥

据了解袁 美舍河改造将打造生态景观示范
段袁 水务部门此前将美舍河水体分为美舍河国
兴大道段尧长堤路上游 500米段尧白龙南至东风
桥段尧高铁沿线段尧凤翔公园等 5个示范段分别
进行治理和打造袁 以截污治污作为水体治理的
重点袁以生态修复为前提袁再结合野海绵城市冶的
理念进行水体修复袁还清水于民遥

对此袁海口已为水体治理定下时间表院3月
中旬美舍河生态示范段治理明显见效曰2017年
12月底前通过改造排水管网尧建污水处理设施尧
实施水体生态修复等袁实现 31个水体达到 V类
水标准曰2020 年 12 月底实施雨污分流 PPP 工
程袁实现 31个水体长效管理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马惠峰 摄影
报道冤 3月 9日至 10日袁 省水务厅
在海口组织召开全省水政工作座谈
会袁总结回顾 2015年以来海南省水
政工作袁并就 2017年度水政工作进
行部署遥 会议还通报表扬了 2016年
度水政工作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遥 省水务厅党组成员尧副厅
长邢孔波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邢孔波充分肯定近两年来海南

省水政工作取得的成绩袁尤其对各市
县在河道采砂管理执法方面所做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遥对做
好 2017年度水政工作提出三个方面
的要求院一是提高对水政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袁切实加强水政管理和服务能
力建设遥 二是以水政执法为切入点袁
切实加强水政工作遥三是打造一支忠
诚尧干净尧担当的水政监察队伍袁在工
作中守好政治和廉政底线袁为海南省
优越的生态环境保驾护航遥

10日上午袁商报记者在美舍河国兴示范段走
访时看到袁美舍河的生态修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
展中遥 据美舍河国兴示范段项目经理刘勤港介
绍袁为按照要求在3月15日前完成全部工作袁施工
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袁现场共安排180名工人
昼夜连班袁同时还启用7台挖掘机尧2台装料车尧2台
运输小车和8台大土方车进行施工遥 野从3月2日开
始施工的种植池挡墙项目袁在经过基坑开挖尧砌筑
基础和砌筑墙身等施工步骤袁预计国兴桥北段的
种植池挡墙项目在今天就可以完工了曰然后从明
天开始启动苗木种植项目遥 冶刘勤港说遥

据了解袁每个种植池共有两级袁长 25米袁宽 3
米袁面积约有 150平方米遥 种植池挡墙完工之后袁
11日开始进行苗木栽植袁种植植物主要以高杆蒲
葵为主遥

除此袁该示范段长 650米尧宽 1.5 米的栈道
也正在施工中袁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梁及板支模施
工袁已完成栈道施工总工程量的 70%袁预计 3月
15日完工遥

按照规划袁 还将在美舍河两旁修建自行车
道遥 据刘经理介绍袁国兴前北段自行车道长 475
米尧宽 2.5米袁工程于 10日开始袁15日完工遥

全省水政工作定下今年目标 澄迈多措并举进行水污染整治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摄影报道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浴海口把美舍河打造成野城市水体环境的重要生态保护涵养带尧自由吸收城市雨洪的城市海绵
体尧串联城市滨河生态景观和海洋为生物提供栖息地的生物廊道尧市民休闲活动的滨水游憩公园尧城市形象展示的展示通廊冶遥 目前袁美舍河各示范段正在火热施工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 近年来袁 海口市机动
车保有量快速增加袁目前已达 65万
辆之多袁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袁大力
淘汰黄标车袁 是海口市大气污染防
治的一项工作重点遥

2014年-2016年袁 海口市淘汰
约 4.3 万辆黄标车和老旧车遥 野淘
黄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遥

今年是国家淘汰黄标车的最
后一年袁 也是实施黄标车提前淘汰
补贴的最后一年遥值得提醒的是袁除

了进行淘汰补贴之外袁6 月 30 日
前袁 车主提出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
申请的还可领取 2500 元~9000 元
不等的淘汰奖励袁 补贴加奖励可达
6000元~23000元袁 而 6月 30日之
后将不再进行奖励遥 补贴申请的时

间则到 12月 31日截止遥因此袁请名
下还有黄标车的车主袁 可尽快到淘
汰补贴受理点提出补贴申请袁 积极
参与和支持海口市的机动车污染治
理工作袁为海口的天空更蔚蓝尧空气
更清新做出自己的贡献遥

海口车主提前淘汰黄标车 既可领补贴还可拿奖励
记住院要在 6月 30日前提出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申请才可拿奖励哦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叶
娇冤又到一年一度揭晓我省党风政风行风建设
社会评价结果的时刻了浴 去年 4月袁2016年度
海南省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正式
启动袁 这是我省自 2012年以来第五次开展此
项工作遥社会评价历时 8个月袁历经明察暗访尧
公开评价尧群众满意度测评等 6个阶段遥去年袁
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创新公开评
价方式袁紧扣野承诺就要兑现袁说到就要做到冶
主题袁 首次采用电视直播新模式进行公开评
价袁推出五期叶承诺与兑现曳遥 89个党政事业单
位直面群众接受公开评价袁通过公开野晒冶尧当
面野问冶尧现场野评冶袁督促被评单位立行立改袁带
动整改问题 249个袁问责处理 71人袁倒逼党风
政风行风持续向好袁促进了群众满意度提升遥

3月 13日渊下周一冤晚上 8院00袁叶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要要要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
会评价特别节目曳将现场直播袁为您揭晓评价
结果遥 节目现场还设置了访谈环节袁邀请驻村
第一书记和叶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曳中的脱贫典
型人物现场野传经送宝冶袁分享抓发展尧摘穷帽
的好经验尧好做法遥

2016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结果 13日晚揭晓

脱贫典型人物现场“传经送宝”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黄荣海冤 植树造
林袁增绿定安遥 3月 10日袁定安县四套
班子领导袁及全县各直机关干部职工尧
志愿服务队和青年志愿者等 2100余
人在定城镇各植树点袁 参加春季义务
植树活动遥
当天上午 8时袁 记者在定城镇环

城南二环路官娘脊段看到袁 一来到植
树现场袁 广大干部职工就兴致勃勃地
拿起铁锹袁开始分头植树遥
据初步统计袁 定安全县共种植重

阳木 450株袁沉香尧桉树渊广九冤尧马占
相思尧木麻黄等 60000株遥全县计划春
季义务植树 10万株遥

定安干部职工
参加义务植树

多项目同时开工 现场热火朝天A

银海南省水政工作座谈会现场

相关新闻

现场展示好经验好做法
2016年6月2日到7月28日袁野承诺与兑

现要要要2016年海南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公
开评价冶创新形式袁将社会评价活动面向公众
电视直播遥5期节目袁89个海南党政事业单位负
责人轮番上阵袁163名社会评价代表现场热辣
质询尧公开评价袁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遥

晒成绩单袁总结五年社会评价成效
从 2012 年的 野政风行风评议冶到

2016年的野党风政风行风社会评价冶袁评
价对象从 50个到 113个袁评价方式也不
断改进遥 特别节目中将通过生动详实的
VCR袁 全面回顾五年来的社会评价工
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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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考生冶达 113个 5位野好学生冶免考
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

工作被评价单位达到了 113家袁 其中省
委宣传部尧海口海关尧省旅游委尧省农信
社尧 三沙市委市政府 5家单位因连续两
年排名第一袁列为免评单位遥

2016年实际参评单位 108家袁 分为
党群工作与综合协调部门尧行政执法与司
法机关尧经济与社会管理部门尧公共服务
单位尧市县党委政府与开发区党工委等 5
类遥 在节目中袁评价结果将现场揭晓遥

划重点院重点考察 10个方面
评价活动紧扣持续纠正野四风冶和整治庸懒

散奢贪尧野不干事尧不担事冶和野吃拿卡要拖冶的主
题袁结合评价对象实际袁重点对评价对象的作风
建设尧信息公开尧履职尽责尧清正廉洁尧履行承
诺尧联系群众尧公正执法尧为民办事尧诚信经营和
改善民生 10个方面进行评价遥其中前 5项内容
为通用指标袁后 5项内容为专项指标遥

评价活动的考官是人民群众遥综合得分由
公开评价得分和群众满意度测评得分两部分
构成袁分别占综合得分的 30%和 7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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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美舍河国兴示范段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