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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务厅为“六水共治”画出“作战图”：
集中力量推进“三覆盖”
“两转型”

治污先行 率先治理农村城镇污水
坚决打好

攻坚战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4 日讯（记者 谭琦 陈悄）“治水就
是抓民生，效果好不好老百姓说了算。”
1 月 14 日，海南省水务厅召开 2022 年全
省水务工作会议，海南省水务厅党组书
记钟鸣明在会上为“六水共治”攻坚战
画出“作战图”
，将集中力量推进“三覆
盖”“两转型”，提出“六水共治，治污
先行”
，将率先攻下农村城镇污水处理首
个“碉堡”
。

“六水共治”攻坚首个“碉堡”：
农村和城镇生活污水
为打好农村城镇污水治理首战，海
南将农村和城镇生活污水作为治水攻坚
的第一个“碉堡”。“我们将以污水直
排、设施建设运营作为重点，启动农村
和城镇污水处理专项督察。
”省水务厅厅
长王强在会上说，海南将全面摸清农村
污水治理现状，在儋州、保亭、五指
山、临高、澄迈等市县开展试点示范，
总结出台“低成本、易维护”的生态化
治理及资源化利用模式，优先做好镇

墟、人口密集区、环境敏感区、城镇周
边村庄的污水治理工作，治理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
“在‘六水共治’中治污是核心工
作，就像大拇指。”省水务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吴清高说，今年将进一步加强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管理，
进一步巩固城镇内河湖的水质。同时，
还将加强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跟水产养殖的管控，确
保海南水环境质量得到稳定的提升。
在治水攻坚首场战役中，海南将推
进海口、三亚部分污水处理厂试点生活
污水资源化综合利用，鼓励临高、乐东
等地探索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用于
市政杂用、生态补水、农业灌溉等。此
外，海南将全面启动县级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推动重点园区“污水零直排”
；推
进管网配套建设和截污纳管，持续消除
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空白区和污水直排
口，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高 1.5
个百分点。

系列工程措施推进“六水共治”
治水成效将作为考核“标尺”
据王强介绍，海南省水务厅将出台
系列措施、通过多项工程保障“六水共
治”工作的推进。
“我们把解决实际问题
和市县治水工作成效作为河湖长制考核

的‘标尺’，充分发挥河长治水统筹作
用。
”王强说，海南将通过将水岸同治工
作的“问题清单、目标要求、任务账
册、责任落实”作为巡河“标配单”
，完
善河长“巡查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监督考核、激励问责”标准化工作
流程，助力“六水共治”工作的开展。
在完善防洪防潮排涝体系方面，海
南将推进海口江东新区、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防洪防潮排涝工程建
设，支持临高百仞滩改造建设；加快 51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推动新
增 49 座病险水库和重点水闸开工。持续
推动一批易涝点治理。
“我们今年将对一
些病险水库和水闸进行加固，做好低洼
地区河道和提防整治，提高防洪防涝能
力。
”海南省水务厅党组成员陈德皎说。
海南将启动南渡江水系廊道打通、
万泉河、昌化江重点河段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推动松涛水库打造新阶段水务高
质量发展样本和标杆。以流域为单元，
谋划推动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宁
远河、文澜江、三亚河等一批河流治理
项目。此外，海南将加强“源头到龙
头”供水全链条管控，保障供水安全，
支持琼中第二水源地建设。在五指山、
白沙等开展农村老旧供水管网更新改
造，临高、乐东、定安等加快小型供水
工程标准化改造，畅通供水网络的“毛
细血管”。

在节水方面，海南将实施用水总量
和强度双控行动，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
51.060 亿方。推进节水型城市、节水型
校园建设，完成 3 个市县节水型社会、
79 家水务行业节水型机关、146 家省级
节水型事业单位建设，探索合同节水管
理，加强用水定额管理。

“六水共治”将集中推进
“三覆盖”
“两转型”
“六水共治”攻坚战怎么打？除了关
注水本身，钟鸣明认为“问题在水里，
根子在岸上”。“水环境问题表面上看是
生态环境本身的治理问题，但从本质上
看，是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生活
方式的问题。
”钟鸣明在会上提出，在推
进海南“六水共治”过程中，必须集中
力量推进“三覆盖”“两转型”，即提高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设施覆盖
率、建制镇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覆盖
率、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推进农
业种植转型和水产养殖转型，协同推进
城市内涝、村镇供水、垃圾分类、厕所
革命等工作。要牢固树立“抓治水就是
抓生态、抓发展、抓民生”的理念，抓
具体促落实求实效，真正做到从“说起
来重要”向“做起来紧要”转变。要突
出重点出重拳，让海南河更畅、水更
清、岸更绿、景更美。

2022 年海南两会前奏

家长盼加强青少年科创教育

留言渠道

建议校外配套建设科技馆等青少年活动场所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4 日讯（记者 黄婷）“双减”背景下，
聚焦孩子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受重
视。多位读者、家长在 《捎话上两会》 栏
目留言，希望学校能进一步加强孩子的科
创教育，同时建议校外配套建设科技馆等
青少年活动场所，将科创教育从校内延伸
到校外，切实提高孩子的科创能力。
“上学期学校开了课后托管班，我们
家长再也不用担心孩子放学早来不及接孩
子了。”说到校内课后服务，海口三年级

家长付女士首先点赞道。她同时希望学校
能提供更多编程等科创类课程。付女士认
为，科创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建议在学校
常规课程里也开设编程课，或者在课后托
管班增加名额，让更多孩子从小接受科创
教育启蒙。
“学校虽然开设了科学课，但感觉孩
子并没有真正学到什么，有时科学课还被
语文、数学课占用了。”儋州市民吴先生
认为，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从娃
娃开始抓好科学教育对国家发展来说至关

重要。他建议学校重视科技教育，老师上
好科学课。“学校应该加大科学老师的配
置，真真切切上好科技课，提高科学课的
含金量，让孩子从小爱科学，学科学。”
吴先生说。
“周末或节假日，带孩子去文化宫、
科技馆玩是很好的选择，可是，海口这类
文化场所太少了，特别是科创类的展馆、
体验馆特别少。”网友“激灵玲的小溪”
建议，海口加强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建
设，尤其是加大科技馆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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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为患者提供多种在线支付方式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3 日讯（记者 苏靓）医疗是民生所
系，也是近年来海南两会上关注的重
点。作为一名专家型委员、医疗工作
者，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口市人民医院
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白树堂始终“急患
者所急”
，围绕海南医疗发展建言献策。
在去年两会上，白树堂提出推进先
天性心脏缺陷产前产后一体化治疗，建
议通过规范化机构和一体化治疗流程提
高先心病的治疗效果。
2020 年海南省妇幼卫生监测数据显
示，海南围产儿先心病发生率约为

1.26% ， 位 居 全 省 出 生 缺 陷 病 种 的 首
位，在婴儿总死因中排名第三。
“作为医生，我们代表一个群体在
专业领域进行建议，希望能帮助更多患
者，推进海南省医疗事业发展。”白树
堂告诉记者，去年他在两会的提案获得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关注和落实。
2021 年，海南将“新生儿先天性心
脏病筛查与诊治”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在 2019 年新生儿先心病筛查项目的
基础上，加大对患儿手术治疗的支持力
度。项目实施后，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接受手术

治疗的先心病患儿 （0 至 3 岁） 可以提供
2.5 万元补助。
医者仁心。白树堂在工作之余还忙
着为病人筹款，遇上患者没钱治病，他
比患者还急，时常为病患筹款救治，联
系省医疗救助基金会、慈善基金和社会
爱心人士，为患者筹措医疗费。
“心脏手术费用不低，对有些患者
来说是天价，所以不得不放弃治疗。”
白树堂说，行医多年，目睹贫困患者面
对治疗费的无助，他希望能减轻患者负
担。“如果医保+商业保险能推广覆盖，
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患者的负担。”今

年两会召开在即，白树堂透露，他的提
案内容和医疗费用有关。
“目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仍
存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有限，商
业保险赔付流程、手续较长。”白树堂
表示，他今年的提案围绕完善海南省医
疗保障体系建设展开，建议政府根据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海南
省“十四五”卫生健康规划》《关于深
入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
活动的通知》，鼓励医疗机构改善结算
模式，加强与商保、银联第三方机构合
作，为患者提供多种在线支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