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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组建海上环卫巡查队伍并实行专人保洁

本报临城
!

月
"#

日电 !记者陈超 通

讯员吴孝俊 特约记者陈朝辉"昨天!临高
县海洋渔业局"市政局"城监大队等职能单
位!以及调楼"临城"东英"博厚!新盈

!

个
沿海镇干部群众

"

万多人! 分区分片开始
对临高

#"

公里海岸线进行整治
$

清理垃圾
%&'

吨#

在美夏港海岸!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当
地干部群众"驻地边防官兵"中小学师生等
(&))

多人! 在海边挥动锄头和扫把清除沙
滩上的垃圾$ 年过八旬的美夏村渔民许良
玉干劲十足!忙着用畚箕装垃圾$ 许良玉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以前! 我们看到海边漂
来各种垃圾! 心里很不是滋味! 想动手清
理!但苦于身单力薄$ 现在县委县政府和镇

里广泛宣传发动!组织干部群众!大家万众
一心进行卫生环境大整治! 为建设国际旅
游岛出力!心里非常高兴$ '说着!许良玉挑
起一担刚清理出来的垃圾向垃圾清运车走
去$ 当天! 美夏港动用

!

辆拖拉机搬运垃
圾!共清运垃圾

()

多吨!使美夏港的环境
卫生得到明显改观$

海南日报记者随同县检查组来到调楼
港"黄龙港等沿海岸线!随处可见干部群众
整治环境的热火朝天场面$ 经过一番整治!

这里的海岸环境卫生明显整洁"干净!没有
发现乱丢垃圾的现象! 港池里没有看到水
面飘浮垃圾$

经过专项集中整治后! 临高将对各渔
港港口"渔村建立垃圾池!实行袋装集中摆
放!集中收集!集中清运$ 组建海上环卫巡
查队伍!专人负责保洁!从而建立起环境综
合整治的长效机制!提高

#"

公里海岸线的
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
岛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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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省领导带头上街大扫除#

为环境卫生整治造势$而海口的街道#也没

让扫地的领导们%失望&#一个上午扫出垃

圾一大堆#其中尤以烟头为多$

烟头众多#可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街

头抽烟的%瘾君子&众多#二是%瘾君子&们

不讲公德#乱丢烟头$街头抽烟自己快活却

影响他人#本就有违公德#乱丢烟头#更是

错上加错$ %瘾君子&们#岂不愧哉(

抽烟有害健康#但抽不抽烟#却是个人

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抽烟不是无限制的

自由#这也是常识$例如#禁止在学校)医院

等一些公共场所抽烟# 禁止乱丢烟头污染

环境#等等$显然#海口街头一些%瘾君子&#

是只想享受无限自由#不想负一点责任$吸

完烟#烟头随手一丢#真是潇洒无比$ 但可

曾想到#自己是舒服了#却给城市制造了麻

烦#给环境造成了污染*这种建立在破坏环

境之上的个人享受#不要也罢$

几截烟头#说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可以

折射出很多东西$街头烟头的多和少#可以

看出一个城市的卫生状况# 可以看出城市

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可以感受到市民的

社会责任感#可以感受到城市的文明程度$

烟头虽小#内涵实大#我们实在不能忽视$

想起一个烟头的故事#关于新加坡的$

新加坡以干净著称# 环境卫生成了它的一

大招牌$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向美国一家

大企业招商# 想让这家大企业到新加坡办

厂$美国人一开始对新加坡不大信任#不乐

意来$谈判当中#新加坡官员和美国人打了

一个赌' 如果美国人在新加坡城找到一个

烟头#那么招商一事免谈$美国企业的总裁

于是随便挑个日子# 悄悄到了新加坡大街

小巷到处闲逛# 想找出几个烟头来羞一羞

说大话的新加坡人$但逛了三天#愣是没有

找到一截烟头$于是美国人服了#立即决定

企业落户新加坡$

这个故事有点像神话$在中国人看来#

那么大的一座城市# 居然连一个烟头都没

有#不可思议#不可想像$ 新加坡人的自律

和城市管理水平#令人叹服$有这样的模范

在前# 我们没有理由改不了乱扔烟头的坏

毛病$ %瘾君子&哪里都有#关键是怎么让

%瘾君子&把烟头丢到该丢的地方$ 这个问

题既考验政府的管理能力# 也拷问 %瘾君

子& 的个人公德$ 做一个有公德心的抽烟

者#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并不是过高的要

求吧* 毕竟#生活在一

个处处有烟头的城市#

抽烟者自己也会不自

在吧( 对他人负责#对

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

负责$ 文明社会#需要

每个人一起来缔造(

乱丢烟头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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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为贯彻全省环
境综合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省各市县
及农垦系统等的党政机关干部纷纷走上街
头!积极参加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在我省
掀起了环境综合整治的新高潮$

!

农垦
!

%!

日上午! 省农垦总局机关上千名干
部职工! 积极参加在海垦机关辖区进行的
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 活动持续

%

个小时!

使道路两旁和大街小巷的卫生! 变得干净
整洁$

据统计!

%!

日整个垦区农场及各单位
也全部行动起来!参加大整治活动的人数达
"*!

万人!共清理垃圾上百吨$

省政协副主席"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
力夫与总局班子成员一道参加

%!

日的整治
活动$

!

儋州
!

%!

日上午
+

点半! 儋州市四套班子领
导带领该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拿着
扫把上街大扫除$ 与此同时!该市各个乡镇
的干部职工"学校师生"部分群众也加入了
%!

日的环境卫生集体行动中$

目前!儋州主要以那大城区"镇政府所

在地"农场场部"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干
线公路沿线及服务区" 加油站" 旅游度假
区"水域及海岸线等为重点!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

该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共分解为
%,

项
内容!每项内容均有责任单位!并将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作为单位全年综合考核的一项
重要内容$

!

文昌
!

%!

日! 文昌全市万余名干部群众在
"#

个镇同时开展环境整治大行动$

当日上午! 在市四套班子领导的带领
下!

"

万多名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镇干部
群众及部队官兵! 在全市

"#

个镇同时开展
环境整治大行动$

%!

日气温较高!干部群众
挥汗如雨! 但大家都坚持在整治行动一线!

没人喊一声累$

据介绍!此次整治环境大行动!文城共
分成

")

个责任区!由
")

个市领导负责整治
行动$ 经过干部"群众"部队官兵的整治!文
城环境卫生面貌变得更加清洁"整齐$

!

琼海
!

%!

日! 琼海市委" 市政府组织全市近
")))

名干部上街打扫卫生! 通过一整天的

整治!共清理各类垃圾
&)

吨$

上午
#

时
()

分! 记者在嘉积镇万泉河
广场看到!这里人头攒动!近

")))

名干部正
拿着扫把" 畚箕在清扫万泉河广场内的垃
圾$ 有的干部拿着扫把在清扫垃圾!有的干
部则忙着将垃圾集中到垃圾车上!然后再运
到垃圾处理场处理$ 仅一个小时时间!整个
万泉河广场焕然一新!干净整洁$

%!

日! 琼海市还对各种形式的占用道
路 "桥梁 "公共绿地 "广场以及人行道乱
停乱放 "占道摆摊 "店外经营等行为进行
整顿 $

!

定安
!

%!

日! 定安县共有
+

万名干部群众参
与环境整治!清理垃圾

()))

多吨(含建筑垃
圾)$ 因参与人数多!该县扫把"畚箕等清扫
工具出现脱销$

据介绍!

%!

日的环境整治不仅只在定
城地区开展!在翰林"岭口等南部一些乡镇
村庄也开展了环境整治活动$在岭口镇黄坡
村!近

"))

名当地群众也拿着扫把清理村道
上的垃圾!然后再集中清理!通过整治!整个
村道干净整洁$

记者在定城镇燕京商店看到!这里的扫
把"畚箕已被购买一空$ 商店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因购买者过多!从前天开始!商店内的
扫把就被定安县相关部门给预定完$

!

屯昌
!

从
%!

日上午
+

点开始! 屯昌县数千名
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以及各镇"村干
部和群众沿海榆中线一字摆开!进行环境卫
生整治大会战!全线清理沿线垃圾"杂草和
乱堆乱放的杂木"石堆$

此后!县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分别组
织全体干部到所负责的街道卫生综合整治
责任区和社区群众一起清扫路巷"清理卫生
死角$ 各镇政府组织全体镇干部职工!各居
委会" 村委会干部发动群众对辖区内街巷"

市场进行了环境卫生大整治!同时对所居住
的居民区"村庄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

各学校也组织教师及家属对校园内和
校门口周边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

!

临高
!

%!

日! 临高县四套班子领导带领全县
职能部门" 县直机关" 企事业

")"

家单位
(&#+

名干部职工走上街头! 开展声势浩大
的爱国卫生运动!集中力量重点整治临城临
美路"二环路沿路环境卫生$

整治中 ! 来自临高县直机关单位 "各

职能部门 "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的广大
干部职工 !各学校师生和军警官兵积极行
动 !对二环中路路段

,

公里的杂草 "垃圾
进行清除!对临美路各自整治责任区域的
垃圾污物进行了彻底清除与整治 $ 当天 !

临城地区共清理卫生死角
"))

多处 !清理
垃圾

!))

多吨$

!

乐东
!

%!

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四套领导班子
成员率广大干部职工走上街头!进行一次集
中大清扫$据悉!这是

&

月
"(

日全县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动员大会后!乐东县领导第二次
率干部职工扫大街$

该县共有
"%)

个县直机关和单位
")))

多名干部职工参加了
%!

日的大清洗活动$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努力! 共清理出
+)

吨垃
圾!搬迁占道经营的小商贩

()

家!整个街道
面貌焕然一新$

!

保亭
!

%!

日上午!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镇
机关干部职工

%)))

余人 ! 开展清洁环境
卫生集体行动!重点整治背街小巷和卫生
死角$

上午
+

时许 ! 保亭县四套班子领导 "

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投入
到县城的清洁环境卫生集体行动中 !他们
带着锄头 "砍刀 "铲子和扫把等来到划定
好的卫生责任区打扫卫生 $ 整个上午 !干
部职工们共清理了

()

多个卫生片区和不
少的卫生死角$

当日上午!该县
-

个乡镇及
(

个国有农
场及热作所同时组织干部职工深入乡镇墟
镇"农场场部"公路沿线等!清除杂草"垃圾
及卫生死角$

!

洋浦
!

%!

日上午!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管理
局领导带领区内各机关"驻区单位和企业的
")))

多位干部群众!对农贸市场"道路和卫
生死角进行大扫除$

%!

日的活动也拉开洋浦环境大整治
工作序幕 $ 洋浦工委 "管理局将针对乱建
房屋 "车辆乱停 "摊点乱摆 "广告乱贴 "牲
畜乱养 "垃圾乱倒等现状进行重点整治 !

并落实每项内容的责任单位 ! 将环境整
治工作列为单位和领导绩效考核的重要
内容 $

据悉! 洋浦作为全省对外开放的前沿!

将把环境整治作为未来两到三年的一项重
要工作!通过广泛动员!积极投入!健全制
度!成立常设机构!形成抓好此项工作的长
效机制!进一步改善区内投资硬环境$

!记者孙乐明 洪宝光 吴棉 于伟慧 陈

耿 陈超 邵长春 李关平 特约记者许环峰

王先 黄青文 陈朝辉 孙体雄 傅林 王仪

郭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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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古月 摄影报道

占道经营还暴力抗法

(456789:;<= !>

本报讯 !记者徐珊珊 实习生魏超 符

倩倩 高菁"

#

月
%(

日下午! 海口市秀英区
城管大队执法人员对辖区占道经营乱象进
行整治! 一摊贩因暴力抗法被警方处以

!

天的行政拘留$

当天下午
(

时半! 秀英城管大队市容
二中队执法人员沿着海秀西路进行巡查$

行至金鼎路口! 执法人员发现一辆满载水
果的农用车正在慢车道上售卖水果$

看到执法人员过来! 杨某立即发动车
辆准备逃走$ 在制止杨某逃跑的过程中!杨

某与执法人员发生撕扯$ 看到一时难以逃
脱!杨某拿起水果刀指向执法人员!城管人
员随即立刻报警$ 杨某见状便扔下水果刀!

立刻发动车辆向金鼎路方向逃跑$ 在金鼎
路秀英区政府老宿舍门口! 城管人员将杨
某的农用车截住$

!

分钟后! 海秀西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将杨某带回派出所调查$ 据介绍!摊贩杨
某来自河南!从

%))#

年在海口一直以卖水果
为生$ 根据杨某的行为!派出所调查核实后!

依法对杨某作出了行政拘留
!

天的处罚$

%(

日晚! 海口市秀英区城管局等执法
部门还对秀华路"秀英大道"海盛路等重点
路段夜间大排档进行集中整治! 依法取缔
各类占道经营夜间大排档

-

家! 教育整改
"!

家$

)*01

+,./

-./' 0123

"!

月
&

日!文昌市文城镇!一人吃

完香蕉后随手将果皮扔掉"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

月
"(

日!海口市龙昆南路永安

大世界门前的人行道上! 一位女孩把吃

完的烧烤竹签随手扔在地上"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月
)(

日!海口市龙昆南路永安

大世界门前的人行道上! 一女孩把装食

品的塑料袋扔在身后的绿化带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月
"(

日下午!海口汽车南站露天吸烟区!十几平方米的区域到处都是烟头#垃圾"

45

67

!

月
"(

日下午!海口汽车南站露天吸烟区内!一位吸烟者将烟头随手扔进花草丛中!这个区域共有两个垃圾箱!其中一个就在他身边"

!

月
"(

日下午!海口汽车南站候车大厅门前!一吸烟者将烟头随手扔在地上用脚碾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