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岳钦 实习生 郭吕娜

澄迈金江镇富郎村的菜农老李从小就在江
边长大! 他种的菜地就在水沟旁边" 提起这条
水沟! 老李一肚子的话# $这些年! 大家用过
的污水都通过这些小水沟流到南渡江去! 现在
村尾沟的水不过滤! 根本没法用%&

记者从澄迈县发改局了解到! 目前金江生
活污水直排南渡江! 实属无奈! 因为以前澄迈
根本没有污水处理厂% 今年! 澄迈污水处理的
两个项目已列入全省的重点污水处理项目! 金
江污水处理厂的初步设计及概算即将完成! 很

快就可以正式动工% 明年底之前! 金江污水处
理厂就可以投入使用%

据介绍! 即将开工的澄迈县金江污水处理
厂将建在金江河段下游的原纺织厂位置! 该项
目总投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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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地面积
'$"(

公顷!

建设规模为近期日处理污水
)$!

万吨! 远期日
处理污水达到

($"

万吨% 将采用水解氧化法工
艺! 处理后排出的尾水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

*

标准% 而解决了金
江镇的生活污水排放问题! 将使南渡江金江河
段水体被不同程度污染的状况得到有效治理%

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厅了解
到! 为了解决我省大部分污水'

垃圾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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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居高不下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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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省将新建
))

个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和
#

个
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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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省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在建项目有

(

个! 新建
项目有

))

个* 全省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在建项目有

!

个! 新建
项目有

#

个% 除海口市白沙门
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将于

.""&

年完工外! 其余的在建项目都
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

省政府要求! 除海口垃圾
焚烧发电厂外! 今年新建项目
都必须于今年上半年开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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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之前竣工并投入使
用%

记者 岳钦 实习生 郭吕娜

记者 周山博

三亚目前全市日生活垃圾生产量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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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全部运往离市区
#$

公里

的田独垃圾场填埋处理" 由于田独垃

圾处理场建于
#%$%

年 ! 时间较长 !

已经面临饱和"

为了缓解生活垃圾压力! 三亚市

开始新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将在

年底竣工投入使用"

现状! 现有垃圾场即将饱和

目前! 三亚市拥有一家生态垃圾
处理厂和一处垃圾填埋场% 三亚市每
天产生的近

'""

吨生活垃圾本应该通
过这一厂一场处理消化% 但令人遗憾
的是! 三亚市于

.""(

年
/

月建成投
入试运行的生态垃圾处理厂! 却因技
术资金等原因! 从投入试运行后! 就
一直不能正常运转! 垃圾处理陷于停
顿% 三亚市区的垃圾就只能全部被拉
倒田独垃圾场进行简易填埋处理%

田独垃圾场修建于
)&%&

年! 占
地

)("

亩% 整个场区采取的是垃圾简
易填埋技术! 将生活垃圾压缩填埋%

由于场区修建较早! 多项技术难
以跟上! 为了减少垃圾场对环境的污

染! 三亚市政府自
)&&%

年以来! 多
次投入资金! 先后修建了垃圾坝' 四
周截洪沟' 垃圾渗滤集中处理池等设
施! 对垃圾场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

目前! 该垃圾场已经接近饱和程
度! 为了不因出现过饱和情况危及环

境安全! 三亚市开始建设新的垃圾处
理厂%

大型垃圾卫生填埋场年底投入使用

新建的三亚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 位于距市区约

."

公里的凤凰镇
至高峰

&

公里的大春石场西侧山凹

里! 占地面积约
.)"

亩%

.

月
.&

日 ! 记者来到该场区 %

进入场区后可以看到一个移动的工程
棚 ! 工程棚背后就是垃圾填埋场场
区! 放眼望去! 垃圾填埋场在两个山
峰交汇的凹地里面! 上下落差

%"

米!

挖掘机正在清除凹地多余的沙土%

目前! 施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已经进场! 进行前期划片作业% 据三
亚市园林卫生局淤泥管理科的纪科长
介绍! 新的垃圾填埋场是在

.""#

年
).

月
.&

日动工修建的 ! 将在
.""%

年底投入使用% 填埋场采用卫生填埋
工艺! 场区空气执行国家二级标准!

污水排放为一级标准% 建成之后日生
活垃圾处理量

!""

吨 ! 使用
)/

年 !

填埋垃圾总量
./%

万立方米%

新垃圾卫生填埋场将分成
)"

级!

从下到上分片填埋% 整个处理厂均按
照垃圾卫生填埋规范标准来建设防渗
膜! 控制污水渗沥液! 修建防洪渠等
设施! 收集污水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据了解! 新建的垃圾填埋场投入
使用之后! 现在使用的田独垃圾场将
会关闭! 并在关闭后进行场区绿化!

恢复生态%

乐东县人大代表' 千家镇青岭
村委会主任王永成说! 事发当天他
正参加县人大会议! 得知阿惠的情
况后! 他也感到很气愤! 并找到乐
东公安局有关领导! 希望严查此案%

$阿惠的事情应该受到关注 %&

王永成表示! 他将以人大代表的身
份履行监督职责! 为阿惠维权尽自
己的一份努力%

.(

日上午! 记者从乐东公安局

获悉 ! 事发后 ! 该局受理了此案 !

并进行立案侦查%

目前! 陈某已被刑事拘留! 并
被羁押在乐东县看守所! 等待进一
步处理%

乐东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 !

现在案件正处在侦查阶段! 还需进
一步调查! 他们还不方便向记者透
露相关案情%

本报对此将继续关注%

*0 12,

!" #$% &'(

!

!

.""%" (# .'$ %&' ()3*+ ,)4-#.

!"#$

"(

!"#$%&'

)*

小时
热线
!"" !!!

"市话#

!"#$%&''()*#+,-./01234

拨打
!""!!!

购机票可直接预订酒店啦$ 全国
#$$$

家
%&'

折星级酒店%任您选$

网上订机票惊喜多多
###$!""!!!$%%

欢迎企事业单位个人加入浪花会员
(

省钱多多

以上机票价格不含机建燃油 本广告解释权归浪花所有 旅游夜间电话
+,-)..//

许可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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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乐东 受害女多方控诉誓要讨公道 目前涉案副所长陈某已被拘留 此案正在调查中
(

!

记者 宋亮亮

实习生 吉潇潇

..

日! 乐东一
位年轻女子阿惠
(化名 ) 向本报投
诉称! 当地一位派
出所副所长陈某 !

非礼不成将她痛打
致伤%

.(

日记者前往
乐东采访得知! 涉
案的派出所副所长
陈某已被乐东公安
局拘留! 目前此案
已立案! 还在进一
步调查中%

$我是一名农村的弱女子 ! 乐东
县
!!

农场派出所副所长陈某非礼我未得
逞! 就把我暴打致伤% 希望贵报能够监
督此案的进展! 也希望警方依法公正处
理此案! 给我一个交代%&

..

日! 乐东
千家镇青岭村委会高土村的女子阿惠!

向本报递交了一份 +控告书 , ! 她在
+控告书, 中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据阿惠介绍! 她今年
(.

岁! 未婚!

在杭州打工多年! 利用春节回家探亲%

(

月
))

日下午! 堂姐夫阿宝等人带着
!!

农场派出所副所长陈某! 到她家喝酒!

一直喝到晚上% 喝完酒后! 陈某提议去
附近一家烧烤园吃宵夜! 阿惠见大家都
去! 也便同意前往%

一直吃宵夜喝啤酒到
).

日凌晨
.

点多钟! 阿惠感觉累了! 想尽快回家休
息% 当时陈某提出要送她回家! 阿惠考
虑到夜深了! 而且陈某又是派出所副所
长! 便上了他的摩托车%

据阿惠称! 但陈某却直接将她拉回
自己的宿舍% 停车后! 陈某拽着阿惠进
入他房间! 企图非礼% 阿惠强烈反抗!

陈某便对她一顿暴打! 致使她的头部'

双臂等多处受伤% 随后阿惠拼命挣脱!

跑出门求救%

当天凌晨
(

点! 亲戚们用车把她送
到乐东县人民医院救治! 并拨打

))"

报
警% 乐东公安局民警赶到现场调查! 将
陈某予以刑事拘留% 阿惠还说! 虽然事

发距今多日! 但回想起当时情景! 她仍
感心有余悸! 她不敢在家呆着! 就跑到
海口的亲戚家暂住%

接到阿惠的反映后!

..

日中午! 记
者在阿惠的亲戚家见到了她% 只见她的
两条胳膊上布满了伤痕 ! 有些已经发
黑! 头部的红肿还没有完全消退%

$我和陈某也认识! 而且他和我堂
姐夫是朋友!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做出
这样的事%& 阿惠气愤地说%

女子随亲友吃夜宵至凌晨

副所长主动提出愿意送她回家

副所长将女子拉回自己家

女子投诉!他非礼不成暴打我

女子亲戚称与副所长是多年朋友

发生如此事情很难过

究竟是非礼未得逞就动手伤人-

还是另有隐情-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
相 !

.(

日 ! 记者前往乐东调查采
访%

$我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朋友竟
然会对堂妹下毒手 %&

.(

日上午 !

面对记者的采访! 阿惠的堂姐夫阿
宝深叹了一口气 % 阿宝告诉记者 !

他和陈某结交多年! 双方关系不错%

当天从陈某去阿惠家喝酒! 一直到

烧烤园吃完夜宵离去! 他都和陈某
在一起% 他也知道当时确实是陈某
要送阿惠回家! 阿惠坐上了陈某的
摩托车! 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他就
不知道了% 直到当天上午! 他听说
阿惠出事后! 他就打电话质问陈某
怎么回事 ! 可陈某的回答很含糊 !

这让他很生气% $现在事情发生了!

我心里也很难过! 只希望警方能够
秉公依法办案%& 阿宝说%

&女子投诉因拒绝非礼被暴打'一事受到关注

涉案副所长已被刑事拘留

三亚田独垃圾场即将饱和 一个急迫难题摆到了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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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新的垃圾处理场将建在这里 记者 周山博 摄

"相关背景

今年全省将新建

生活污水
垃圾处理项目

个
!"

澄迈金江污水处理厂即将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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