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环卫局负责镇转运站垃
圾的转运工作。

镇环境卫生管理站组织实
施本镇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每个村设专职保洁员，负责本
村范围内村庄与道路的保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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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建成68家
标准化村级卫生室

本报讯 （记者黄能 通讯员林建金）近年
来，昌江黎族自治县着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网
络建设，改善农民就医环境。目前，全县68家
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已基本建成，农民群众“小病
不出村”成为现实。

昌江十月田镇南岭村卫生室是第一批建成
投入使用的标准化卫生室。近日，记者在南岭
村卫生室看到，各类医用设施和药品摆放整齐，
医生正在为患者打针。南岭村村民陈杰英告诉
记者，自从村里的卫生室建成使用后，自己有什
么不舒服的小问题都在村卫生室解决，免去了
到县城看病的奔波之苦。

记者从昌江卫生局获悉，2012年以来，昌江
利用中央、省、县三级资金共1100多万元，建设
68家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其中2012年建设20
家、2013年建设30家、2014年建设18家。每间
卫生室投资为16.8万元，面积80平方米，配备一
名村医和一名卫生员，设有诊室、治疗室、观察
室、药房、资料室。目前68家标准化村级卫生室
基本建成，62家已投入使用，剩余6家已进入最
后的准备阶段，今年年底可全部投入使用。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安宇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民丰村委
会的沃坡村，原是典型的脏、乱、差村庄，
村民们为保留宅基地而不愿拆除的老宅
断壁散落在村子里，堆积的垃圾成山。
此外，全村没有一条通畅的硬化道路，雨
天想环村绕一圈都很难。三个月前，有
村民这样形容村庄的卫生状况：“垃圾基
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

今天走进沃坡村，眼前完全变了模
样：整洁的篮球场，一栋栋在建的新房，
一公里多长的水泥硬化路面蜿蜒穿村而
过，村内不再有堆积的垃圾，取而代之的
是绿色垃圾桶。村民们会自觉将庭院收
拾干净，生活垃圾定点丢放，每隔3天，
就会有保洁员清理垃圾桶。

“龙华区自启动‘三级联动’管理体
制以来，农村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沃坡
村不是其中条件最好的，但却是进步最
突出的。”新坡镇镇委书记黄海鹄介绍，
沃坡村是民丰村委会下辖的一个自然
村，全村215户共1100余人，该村自启
动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以来，村民自筹资
金28万元，并自觉投工投劳，不仅迅速
拆除了20多栋残缺破败的老宅，还修建
了一公里长的水泥路，改善了村容村貌。

“三级联动”指“以镇为主，区、镇、村

三级联动”的管理体制：镇环境卫生管理
站为镇环境卫生管理的承办机构，在区环
卫部门的指导下，组织实施本镇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每个村设专职保洁员，负责本
村范围内村庄与道路的保洁工作；区环卫
局负责镇转运站垃圾的转运工作，以此形
成“村—镇—区”三级垃圾清运管理模式。

今年6月，龙华区各镇完成320名
农村环卫工人的招聘工作，并进行了专
业培训和指导，确保环卫工人及时上岗，
建立起“村（户）收集、镇转运、区处理”的

农村垃圾收运体系。
为此，龙华区今年在前期已投入农

村环境卫生工作经费300多万元的基础
上，又追加了经费1100多万元，预计明
年还将投入2300万元，着力破解“垃圾
围村”现象，升级转型圆“美丽乡村”之
梦。在龙华区新坡镇，不仅修建了2个
垃圾转运站，保洁员配备也实现了13个
村委会54个自然村全覆盖。

不过，在农村地区，想要改变村民根
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儿。以拆除破旧的祖宅为
例，当初，村民小组长梁昌钦可没少费口
舌，他反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还不顾家
中长辈反对，带头拆了自家的老房子，并
为整治村庄环境义务投工投劳。

在梁昌钦等村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下，
村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村帮忙，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是，在不到两个
月的时间内，全村20多栋破旧老宅都拆
了，一千多米环村水泥路也修通了。看着
变化的村庄，村民们心里顿觉舒畅多了。

“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多了，大家住着
也舒坦呀！”采访中，梁昌钦笑着说，通过
环境卫生整治，现在村民的心比以前齐
了，只要是有利于村民集体的事情，大家
都愿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的工龄算不算缴
费年限？二次招工工龄计算该如何算？
近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
发《关于城镇从业人员社会保险若干问
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对此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从2014年1月1日起，我省城镇从
业人员社会保险按新核定的标准发放。

二次招工工龄如何算？

据了解，经县级以上劳动部门审
批，办理过二次招工手续的从业人员，其
第一次招工工作期间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及《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工龄视同
缴费年限，用于计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对于存在二次招工且在本《通知》
实施之前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其退休时的计发
办法，依照前款规定重新为其计算基本
养老金，从2014年1月1日起按新核定
的标准发放（已经办理一次性养老保险
待遇手续并已经领取了待遇的人员，须
按规定退还已领取的相关待遇）。

上山下乡知青工龄如何算？

原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并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人员，其上山下乡期间的工
龄视同缴费年限。

据悉，原上山下乡知青在本《通知》
实施之前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应按其退休时的计发办法，
依照本条前款规定重新为其计算基本
养老金，从2014年1月1日起按新核定
的标准发放（已经办理一次性养老保险
待遇手续并已经领取了待遇的人员，须
按规定退还已领取的相关待遇）。

公务员个人账户如何处理？

据了解，2000年10月31日前，在我
省以公务员（含实行公务员制度管理之前
的机关干部）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办理退休手续时
由财政全额支付退休待遇、或因丧失中国
国籍而离境、退休前死亡等原因按规定终
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其2000年10月
31日前的个人账户储存额予以退还。

2000年10月31日前，在我省以非
公务员（含实行公务员制度管理之前的
非机关干部）或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办理退
休手续时，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条件或符合财政全额支付退休待
遇条件的，其2000年10月31日前的
个人账户储存额不予退还。

我省组织部分农民工上安全课

体验“工地惊魂”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杨洲）从施工现场的洞口坠落是什么感觉？高空
坠物砸到安全帽上疼不疼？安全带吊在半空中害
怕吗？12月9日上午，在海口市中建三局昌茂水
木清华项目工地，一群农民工朋友亲身体验了“工
地惊魂”，也着实上了一堂难忘的安全施工课。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标准化
工作，加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能力，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公安消防总队9日在海口联合举行2014
年全省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标准化暨消防应急救援
演练观摩会。

当天的观摩会吸引了上千人参加，除了现场
模拟在建工地从发生火情到抢险救援再到事故
调查全部环节外，还增设了农民工亲身体验安全
生产的环节，如通过设置保护设施，高仿真模拟
施工现场常见的高空坠落事故和坠物击中安全
帽等情景。

一位参加体验的农民工说，以前虽然也接受
了不少安全生产方面的教育，但这次在仿真的场
景下亲身体验了，才对危险源有了深刻的认识，知
道安全生产有多重要。

用“三级联动”破“垃圾围村”窘境
海口龙华区诸多脏乱村变身美加净

“村—镇—区”三级垃圾清运管理模式

社保 规新新
从2014年1月1日起，我省城镇从业人员社会保险按新核定的标准发放

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工龄视同缴费年限

12月10日，在文昌市文城镇城郊常年瓜菜合作社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在管护
台风灾后补种的西红柿苗。文昌今冬瓜菜计划种植面积26.5万亩，需要各类瓜菜
种苗4.3亿株，已完成育苗1.5亿株。目前，市政府已拨付300万元用于今冬瓜菜
育苗补贴。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黄慈志 摄

文昌：补贴育苗保冬种

走进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
冬日暖阳照在幽长曲折的巷道上，走过
一道道古老石屋门庭，恍如穿行在时光
隧道里。

穿过这段巷道，脚下向左走还是向
右走，这决定了看到的风景将会截然不
同：一面是古朴厚重的火山古村落，古
色古香、碎石铺地、石屋林立；一面是白
墙蓝瓦、小楼别墅、水泥硬化的村道，整
洁清新。

村民陈玉章说，村里的老人习惯了
老宅，选择留在古村里，而年轻人则随着
村子的扩建搬到了新村，整个村庄的格局
因此别具特色，且整洁有序，每年吸引着
大量游客游览观光，带旺了村庄的人气。

文明生态村创建热潮，使海口走出一条适合农村发展的绿色小康之路

美丽乡村 幸福家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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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文明椰城 共享四宜三养
——海口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1.琼山区红旗镇泮边村
泮边村距海文高速公路7公里，是革命老区村庄。

在琼山众多美丽的乡村中，她不仅拥有优美的海岸线，
而且还有集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旅游、名人追忆、乡野
垂钓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农庄——红旗泮边生态农庄。

在这里，可以躺在村口绿荫成盖的大榕树下的吊
床上，呼吸乡野芬芳的空气，聆听老人口中传出的琼剧
雅唱；参观革命遗址，了解当年革命历史，感悟红色革
命的真谛；行走在湖滨石径上，体会身体与卵石的亲密
接触，或在岸边亭阁间小憩；或租一艘小艇泛舟湖面，
享受着城市所没有的祥和与宁静。

2.琼山区大坡镇田心村
大坡镇田心村是福昌村委会下辖的一个老区村

庄，位于海榆东线国道边，距海口市区58公里，距美兰
国际机场40公里。

田心村因四周田园环绕而得名，东、南、西三面是
一望无际的水田，北面与千亩水库（白昌水库）、万亩胶
林相依，具有浓烈的海南田园风情。全村可利用土地
及水面900亩，其中100亩为核心生态保护区。

田心村是海口著名的文明生态村之一。由于生态
环境良好，村内绿树掩映，白鹭翩翩，时常呈现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丽画卷。

3.秀英区永兴镇美梅村
美梅村位于永兴墟西南方约5公里，距离海榆

224国道3公里左右，是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老村庄。
村庄地处羊山腹地，位置偏僻，但村庄生态环境优良，
民风淳朴、邻里和睦。

走进美梅村，可以见到许多老树古树，其中百年以
上古树4株。美梅村还有许多不同风格的景观，如火
山石村门，火山石炮楼，一列九进石屋吴家大宅，见血
封喉树，随处可见的大榕树、石匾牌坊、古官道、马道、
古庙、野生荔枝园等。

4.秀英区石山镇美社村
美社村是石山镇施茶村委会下辖的一个自然村，

地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规划区内，位于马鞍岭火山口
南麓，交通便捷，生态良好，景色优美，是颇具特色的火
山村寨。全村有21个果园农庄和果园庭院，村里遍植
热带珍贵林木，尤以“国宝花梨”最负盛名，是闻名遐迩
的花梨村。 （李斐整理）

像美孝村这样古朴而别具风情的村
庄，是海口市美丽乡村的杰出代表之
一。据悉，近年来，为抓好文明生态村建
设，共建美丽乡村，海口市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以“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
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为内容，坚持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动员社会力量，深入发动群
众，形成了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的创建合
力，推进了海口美丽乡村建设进程，预计
到今年底，全市文明生态村总数将达到
1646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77%。

整合资源
创新发展思路

从海口府城出发，驱车沿海榆东线
行驶约30多公里，便进入了著名的文
明生态村——琼山区红旗镇泮边村。

呈现在眼前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和历史人文资源，更有整洁的农
舍、优美的自然生态，置身其中，让人流
连忘返。放眼村内，硬化的道路四通八
达，大道环村，小路到家。路旁绿树掩
映，清新自然。深深地吸一口气，空气
中微微夹带着泥土的气息。

今年64岁的王庆文是泮边村民小

组的组长，他喜欢骑着摩托在村里村外
忙碌。据介绍，泮边村现有农户37户，
有王、韩、周、陈4姓家族共100多人。
自2006年开始，村民便自发组织创建文
明生态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自
觉投工投劳，整治村容村貌。后来，在政
府部门的推动引导下，村民在建设文明
生态村的基础上，又引进“公司+农户”
的模式，修建了一处集观光、休闲、餐饮、
住宿、会务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中
心——泮边休闲农庄。该农庄自2012
年11月正式营业以来，每逢节假日，客
房总是爆满，村民因此从中受益。

海口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海口又将文明生态村建设向贫困村
延伸，按照“科学规划、突出重点、联动
共建、连片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以改
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
农民文明素质为目标，继续加大工作力
度，进一步整合资源，同步推进扶贫工
作和文明生态村的建设，计划2年内使
145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并在此基础上
把80%的村庄建成文明生态村，让更多
的群众享受文明生态村建设成果。截
至今年9月底，海口全市已投入资金

3000多万元，预计到年底，可实现文明
生态村总数达到1646个，占全市自然
村总数的77%。

树立品牌
加大宣传力度

为树立品牌，进一步加强文明生态
村建设宣传力度，今年，海口市配合省
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组织中央媒体和省
级媒体对海口的文明生态村进行宣传
报道，并在市属媒体开设了文明生态村
专题，对海口文明生态村建设进行深入
报道。同时，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创作了一部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题
材的琼剧《村官上任“三把火”》，并安排
专门的资金在全市和其他兄弟市县的
文明生态村（包括拟建文明生态村）巡
演，目前已巡演30场，巡演所到之处受
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

与此同时，海口还开展了“新闻学子
走进文明生态村”系列活动，组织海南师
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的学生深入文
明生态村，与农民同吃同住，进行为期2
至3天的实地采访，并指导学生从不同
的视角挖掘和展现海口文明生态村在村

庄环境、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生态经济
发展、历史文化等。采访结束后，由专业
指导老师对学生的作品进行指导和修
改，并公开发表，引起社会关注。

国庆前夕，海口市文明办组织网络
论坛版主、微博名人等省内网络名人
100多人，在琼山泮边村、龙鳞村等村庄
开展了寻找海口最美村镇骑游活动，让
骑友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同时，
发现海口最美乡村的魅力。

此外，海口市文明办还联合海南电
视台新闻频道，通过航拍等形式，拍摄
录制12个最美村镇的最美风貌，并通
过新闻频道的多时段进行展播；组织摄
影家到12个最美村镇采风摄影，通过
对摄影作品甄选，制作成一本展示12
个村镇风采的画册。

惠及百姓
共享发展福利

如今，走在海口乡村，凡是创建文
明生态村的地方，村庄人居环境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龙鳞村、本立
村、禄尾村、美社村等20个村庄成为海
口旅游名村，尤其演丰片区、鹤舞九湖

片区、九龙戏水片区、绿墅仙踪片区、涌
潭片区、火山村落等文明生态村片区，
已成为海口乡村旅游的热门选择。

“美丽乡村行动不仅保护生态环
境，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更给农村
带来了人气和活力，适合发展乡村旅
游。老百姓现在不用千里迢迢跑出去
打工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做生意，是件
好事！”在美丽乡村泮边村，村民王庆文
由衷地感叹。

事实证明，海口文明生态村创建热
潮，不仅推动了海口市农村地区的物质
文明建设，也促进了广大农村精神文
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提升，成为统
筹城乡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典型，走
出了一条适合海口农村发展的绿色小
康之路。

“下一步，还要重点深化文明生态
村连片建设，推进美丽乡村品牌化转型
升级。”海口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推动文明生态村的连片建设，发挥规
模化效应，年初各区认真规划，积极设
计和打造了本区的精品片区，例如美兰
区“鹤舞九湖”片区、琼山区大坡镇“绿
野仙踪”片区等文明生态村精品片区，
已集聚了相当的人气。 （李斐/文）

海口美丽乡村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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