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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因地质详勘钻探施工需要，现对以下路段实施如下交

通管制措施：

一、2018年5月17日至5月23日，封闭G105国道北

往南方向的南坦路口至明珠路口段最左侧车道。

二、2018年5月24日至6月24日，封闭G105国道北

往南方向的广澳高速坦洲出口至南坦路口段2.5米宽人

行道施工。

请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

行，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5月14日

通 告
因桥梁伸缩缝维修施工需要，现对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一、2018年5月15日至5月30日，封闭白蕉大道（白石桥)两

条机动车道。
二、2018年5月31日至6月19日，封闭白蕉大道（榕益桥）

两条机动车道。
三、2018年6月20日至7月9日，封闭白蕉大道(白蕉一桥)

两条机动车道。
四、2018年7月10日至7月29日，封闭白蕉大道(白蕉二桥)

两条机动车道。
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5月14日

通 告
因桥头连接处维修施工需要，现决定于2018年5

月15日至6月12日，封闭斗门区的六围桥、七围桥、

八围桥、新沙桥桥头一条机动车道。请过往机动车按

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5月14日

通 告
因水浸路段改造施工需要，现决定于2018年5月

15日至8月15日，封闭斗门区县道X584的灯一村路

段、米围村路段一条机动车道。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

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5月14日

通 告
因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活动，为确保周边道路安全畅

通，现决定于2018年5月16日下午2时至次日凌晨1时，
对香华路的健民路口至红山路口段、红山路的香华路口
至梅华路口段、银桦路的红山路口至金桦路口段、健民路
的人民路口至梅华路口段、心华路的敬业路口至健民路
口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期间，车辆通行将受到限制。
同时，体育中心不提供机动车停车位，参与活动的市民请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并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5月14日

通 告
因道路改造施工需要，现决定于2018年5月

16 日至 6 月 7 日，分阶段对吉柠路、竹溪路、吉莲

路、沿河东路、敬业路实施交通管制。请过往车

辆、非机动车和行人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注

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5月15日

通 告
因管线铺设施工需要，现决定于2018年5月

16日至6月15日，封闭金峰北路的内环路路口处

双向各一条机动车道。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

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5月15日

遗失物招领公告
珠海市公安局横琴派出所依法接受辖区长隆海洋王国、马戏酒

店、企鹅酒店、横琴湾酒店游客遗失物一批（目录附后），请在以上地点
遗失过相关物品的权利人，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有效证件及相关
财物所有权证明到我所认领，逾期无人认领的，我所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对遗失物进行处理。联系电话：
0756-8648315，联系人：赖警官。

特此公告
珠海市公安局横琴派出所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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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珠海市人民防空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
方式提出意见：

一、意见可以通过传真反馈，传真号码：0756-2319175。
二、意见可以通过来信方式反馈，通信地址：珠海市吉柠路

198号珠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308，邮编：519000。
修订草案全文可以登录珠海市政府网站：http://www.zhu

hai.gov.cn/xw/gsgg_44487/201805/t20180515_43509015.
html进行查阅，意见反馈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至24日。

珠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8年5月15日

关于对《珠海市人民防空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练江是粤东地区的母亲河，曾因河水清澈蜿蜒如一道白练而得名。现在，这条河流却成了“黑龙”，
被广东省环保厅定性为“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2017年4月，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指出：“汕头、揭
阳两市长期以来存在等靠要思想，练江治理计划年年落空。”

一年过去了，广东省环保厅日前公布信息显示：今年一季度，练江干流综合污染指数比去年同期上
升7.8％，超过三分之二被抽查企业废水排放超标。省定的整治方案依然未能如期推进。

练江治理为何困局难破？

白练变黑龙 江河变草原
粤东母亲河为何污染20多年难治理？

记者沿江目击：从源头
不断变黑变污，水质劣过
“劣V类”

练江流经揭阳市下辖县级
市普宁市和汕头市潮南区、潮
阳区，干流全长71.1公里。“新
华视点”记者从练江源头出发，
追溯这条河流污染的轨迹。

在练江发源地普宁市白坑
湖水库，记者看到，这里水质洁
净，不时可见飞鸟在水面上觅
食。然而，沿练江干流往下游
走几公里，就发现水体因污染
而富营养化，到处长满水浮
莲。疯长的水浮莲铺江盖河、
绵延不绝，远望如同大草原。
少数没被水浮莲覆盖的河面，
水流缓慢，水体发黄。

潮南区副区长刘燕飞说，
虽然有打捞船不停地清理，但
打捞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水浮莲
生长的速度。

在练江流域司马浦、陈店、
和平等镇，练江支流河道上生
活垃圾随处可见，不少村内河
沟水体发出刺鼻气味，住在河
流两岸的群众深受其害。到了
练江入海口处，水面已呈灰黑
色，与一闸之隔的海水形成了
鲜明的明暗对比。

练江水到底是什么样的水？
以主要污染物氨氮为例，氨氮的
V类标准为2mg／L，超过这个
数值的水即为劣V类。广东环
保部门监测显示，自1998年起，
练江水质就一直是劣V类；今年
一季度，练江干流氨氮约9mg／
L，远超劣V类标准。

产业之痛：服装印染企业
每天排放大量废水

据了解，练江天然水源不足，
缺乏自我净化能力，生态环境相
当脆弱。但环保部门和当地干部
坦承，长达20多年的练江污染并
非“天灾”，而是与当地的产业结
构密不可分。

潮南与普宁分别被业界称为
“内衣之都”和“衬衫之都”，纺织
制衣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大街小
巷四处可见各种服装广告，印染
企业每天产生的大量废水是练江
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据了解，练江流域原有数以
千计的印染企业，经过多轮关停
整治之后，目前仍有200多家。
普宁市近年来核减三分之二的印
染产能之后，工业废水日排放量
仍超过8万吨。

目前，沿练江的印染企业违
法排污问题依然严重。广东省
环保厅环监局副局长陈晓鹏说，
环监局一季度在练江流域组织
交叉执法检查，抽查29家企业，
竟有21家存在废水超标排放，
还有1家私设暗管直接排放印

染废水。
因私设暗管偷排被查处的

潮阳区谷饶茂兴洗染厂负责人
马林灿说：“企业被罚停产三个
月，估计损失2000多万元。为
了省治污的小钱反吃大亏，教
训惨痛。”

生活垃圾未能得到妥善处
置，让练江污染雪上加霜。广
东省环保厅提供的资料显示，
练江流域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
足、配套管网不完善，污水处理
率低导致练江氨氮浓度居高不
下。

部分企业偷排顽疾久
治未愈，环保设施建设速度
缓慢

汕头和揭阳两市对污染
练江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
断加大。汕头市去年查处练
江流域环境违法行为288宗、
立案 233 宗、移送涉案人员
171人。普宁市2017年以来
刑事拘留165人、行政拘留15
人。

记者采访发现，今年一季
度，由于当地降水比去年同期
明显偏少，本来就缺乏自净能
力的练江更加不堪重负，出现
污染反弹。但更令人心忧的
是，部分企业侥幸偷排的顽疾
久治未愈，产业集聚园区和环
保设施建设远远滞后于既定规
划。

2015年，广东省制定《练

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
案》，提出 2020 年“除黑臭”

“水体恢复农业用水和景观用
水功能”的目标。按照整治方
案，推动练江流域内纺织印染
企业入园集中治污是最关键
的举措，要求产业园2017年
底“建成投产、50％以上印染
企业完成集聚升级改造”。但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目前实施
进度最快的潮南区，产业园仍
在进行基建；最慢的潮阳区，
认为之前定的方案选址不适
合，目前仍停留在论证和前期
工作阶段。

广东省环保厅资料显示，
练江流域垃圾焚烧发电厂、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成时限
一推再推。普宁占陇、潮阳和
平、潮南陇田等多个污水处理
厂，由于污水收集管网配套不
完善，不能正常运行。

普宁市环保局局长杨庆
伟说，占陇污水处理厂主体已
经完工，但由于管网铺设进度
缓慢，无法发挥作用。这样，
一边是大投入建设的污水处
理厂闲置，一边是一些村居的
生活污水依然直排练江支流
河道。

长期参与练江治污的生态
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曾凡棠说：“练江污染欠账
这么多，肯定要动大手术，阵痛
是必须的。”

新华社广州5月15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随
着4位志愿者15日走出“月宫一
号”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月宫365”实验成功结束，再次
刷新了人类密闭生存的世界纪
录，实验对人类实现地外长期生
存具有重大意义。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航
教授刘红说，实验于2017年5月
10日开始，共历时370天，是世
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
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实现
了闭合度和生物多样性更高的

“人-植物-动物-微生物”四生
物链环人工闭合生态系统的长期
稳定循环运转，且保持了人员身
心健康。

实验志愿者共有8人，全部
为北航学生，他们分为2组，交替
入舱，第一班60天，第二班200

天，第三班110天，其中第二班时
长已打破此前由俄罗斯创造的同
类系统中驻留180天的世界纪
录。此次出舱时间比原计划延迟
了5天，延迟出舱是“故意”模拟
的突发状况，且舱内志愿者事先
不知情，主要为研究突发状况下
他们的心理状态。

据刘红介绍，“月宫一号”所
使用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
是保障人类在月球等地外星球长
期生存所需关键技术。其团队经
过十年努力研制出我国第一个、
世界上第三个空间基地生物再生
生命保障地基综合实验装置“月
宫一号”，并于2014年5月成功
完成持续105天的我国首次长期
高闭合度集成实验，使我国成为
继俄罗斯、美国后第三个掌握该
技术的国家。

今年以来，江苏省泗阳县纪
委监委采取“广度型”情景式警示
教育模式，深入推进小班化特色
警示教育活动。纪检监察干部走
进洪泽湖渔家船头、农家小院等，
通过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监察
法、观看警示教育片、重温入党誓
词、进行十九大知识微测试、签署

勤政廉政承诺书、个人即兴谈心
得体会等形式，让全面从严治党
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上图：5 月 15 日，在洪泽湖
畔泗阳县高渡镇高渡村一条渔船
上，纪检监察干部在给当地村组
党员干部上廉政教育课。

新华社发

江苏泗阳：渔家船头廉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