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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
动，接待来访群众 13批 156人

次，共化解重大信访事项11宗

打造“网上信访局”，共受理
信 访 件 1190 件 ，已 办 结

1154件，办结率达97%

探索“访调对接”工作，把人民调
解延伸到信访领域，已访调各类

矛盾纠纷6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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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项引领工程、五大文明创建活动、九大专项行动

让儋州成为文明有礼之城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李珂

中秋佳节到来，众多外出的儋州
人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共度佳节。
久未归家，不少市民发现，这座熟悉
的城市又有了新变化：城市里占道经
营的摊贩看不到了、在市区里开车遇
到交通拥堵少了、城市绿化和亮化工
程越做越好，文明的氛围充满儋州的
大街小巷。

这些变化源于儋州市今年来深
入开展以“一项引领工程、五大文明
创建活动、九大专项行动”为重点内
容的社会文明大行动，推动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国家卫生城市和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工作所取得的明显
成效。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结
果显示，去年排名倒数的儋州，如今
已攀升到第7位。

思想指导行动。儋州大力实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工程，通
过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核心价值
观、你我齐践行”等主题活动，在社
区、单位进行公益宣传，强化文化滋
养与实践养成。

同时，儋州借助新闻媒体力量，
持续对城市环境卫生、交通乱象、
违规饲养家禽家畜等现象进行曝
光，督促问题整改落实，强化教育
引导和示范引领，不断提升精神文
明建设水平。

为了让城市生活更加文明，儋
州着力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五
大文明创建活动。一方面，通过整
治八大不文明现象和城乡卫生环
境，结合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程、
全域旅游建设和扶贫整村推进工
作，计划年内创建 48 个文明生态
村。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市级文明

单位、文明社区评选表彰活动；开展
文明家庭、“儋州好人”系列评选等
活动以及未成年人道德讲坛等系列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发挥榜样力量，
不断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此外，儋州社会文明大行动还
聚焦百姓最为关心的身边问题，大
力开展文明教育、文明交通、环境治
理、文明旅游、文化惠民、诚信践诺、
志愿服务、军民融合和网络文明“九
大专项行动”。目前，儋州文明交通
劝导行动和交通大整治行动已形成
常态化；环境治理也初见成效，“城
乡清洁大扫除”行动已形成全面参
与的良好氛围。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儋州群众普
遍参与到社会文明大行动各项活动当
中，共同为创建一个文明有礼的新儋
州尽自己的一份力。

（本报那大9月24日电）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韦雪梅

考试升学、红白喜事都兴大操大
办，村民们攀比成风，就看谁家排场
大、礼金多，有的村民甚至借钱去随
礼，“份子钱”成了村民的沉重负担
……近日，聊起这个话题，儋州市海头
镇那历村村民黎明耀感触颇深。三年
前，黎明耀的父亲离世前再三交代他
要简办丧事，但村里讲究风光大葬，让

他很为难，“村里婚丧嫁娶最少二三十
桌，如果办葬礼没人去，会有人说这家
人混得不行。”

为了破除红白喜事都兴大操大办
的陋习，2015年，经村干部与村民商
议，那历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
民约，规定升学入宅不再办酒席、白事
简易筹办。在操办白事方面，明确只
能直系亲属参加，每家只能办6桌酒
席，酒席不能超过每桌500元，不能请
团队来表演。“这样一来，和过去相比，

办白事的花费要下降三分之二。”黎明
耀说。

然而移风易俗并非一件易事。“刚
开始还是有一部分人办酒席。”那历村
委会监督委员会主任王慧雄说，遇到
这种情况，理事会就组织人员上门宣
传村规民约，并请当事人的亲朋好友
前去劝说。

“过去摆宴席，来的人多才有面
子；别人给的‘份子钱’多，回礼要更
高才说得过去。经过不断的宣传和

引导，如今，村民的思想已发生了转
变。”海头镇党委宣传委员羊春莲
说，该镇出台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有关规定，与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文明节俭办事，
带动村风民风的好转，自觉抵制陈
规陋习。

那历村学子吴体倩今年考上赣
南师范大学，她和父亲都非常支持
红白理事会的倡议：“坚决不办升学
宴。”“政府提倡不办升学宴，大家非

常支持。上大学对孩子来说是好
事，不能办升学宴，不让‘份子钱’成
为亲戚朋友的难事。”吴体倩的父亲
吴敬忠说。

如今，兴办宴席的风气在那历村
消失殆尽，村民不再互相攀比。丧事
简办、婚嫁简办、升学宴不办成为那历
村文明乡风的一个缩影。大办酒席的

“风光”不再，乡村文明的“精气神”在
那历村焕发光彩。

（本报那大9月24日电）

海头镇那历村坚持丧事简办、婚嫁简办、升学宴不办

移风易俗提振乡村文明“精气神”

儋州举行调声山歌研讨会
本报那大9月24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陈钟鹏 符武月）作为2018年第九届（儋州）东坡
文化节暨儋州调声节活动之一，儋州调声山歌研
讨会于22日上午举行。30余名省内外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儋州调声山歌的历史现状及
其特点，就如何推进儋州调声山歌的传承、发展、
创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作为听着调声长大的地道儋州人，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陈海波对于调声传承与发展有自己
的看法。“就原生态儋州调声的标准而言，要做到

‘声音美、动作美、表情美、服饰美、内容美’，也要
让人看得舒服、听得舒服。”

研讨中，与会嘉宾均认为儋州调声山歌在儋
州拥有浓厚的群众基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
受大众欢迎，是儋州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儋州
人的灵魂与气魄。

不少儋州本地的调声创作者表示，在调声山
歌的形式、内容等方面增添群众喜闻乐见的元素，
体现出新时代、新思想发展的特点，才能成为本地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新卖点。

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宣传力
度，有力地推动了儋州调声山歌的传承和发展，未
来，儋州调声山歌还将迸发出更旺盛的发展活力，
进一步促进儋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洋浦拆除151亩虾蟹池
帮助恢复红树林生态

本报洋浦9月24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张裕佳 邓白荣）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有关部门
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依法拆除洋浦三都区冠英村
委会辖区内的151亩虾蟹池，恢复红树林生态。

据介绍，依法拆除生态保护红线区内虾蟹
池是落实省专项环保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此
次拆除的虾蟹池均由冠英村委会冠英上村、下
村、水流村等3个村民小组的村民自建，涉及面
积达151亩。

“大面积围堤养殖，会造成海水无法正常流
通，影响周边植被生长。”三都区冠英村委会相关
负责人许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相关部门从9月
中旬开始对冠英村生态保护红线区开展专项整
改，截至目前已经拆除了5个虾蟹池。

洋浦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建立规范管
理长效机制，组织执法大队对开发区内的生态保
护红线区加强巡逻，防止村民再次回填围堤，进一
步强化“红线”意识。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韦雪梅

“小区道路硬化工程已经动工
了，感谢市委、市政府解决了困扰我
们多年的问题！”近日，儋州市那大镇
清平小区业主此前反映过多次的小
区道路未硬化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
解决。这也是儋州市通过开展领导
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所取得的成
效之一。

近年来，儋州市开展领导干部大
接访大下访、开展人民满意窗口创建
活动，创新探索构建访调对接机制，
依法及时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各
类信访突出问题，做到来访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面对问题不逃避、面对矛盾不
推诿不扯皮、直面群众诉求不敷
衍。”上月，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赴
儋州市信访局开展大接访大下访活
动，期间接访群众2批51人次，下访
期间接访群众6批73人次，成功化
解信访积案3件。清平小区道路未
硬化及消防设施配套不完善这一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正是在此次接
访活动中得到了妥善解决。

儋州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
访活动，坚持“谁接访、谁负责，谁包
案、谁化解”的责任信访原则，做到真
开门、真接访、真解决问题。仅在今
年的大接访大下访活动中，儋州市领
导干部就接待来访群众13批156人

次，共化解重大信访事项11宗。
放得下身段，也要不断创新。如

今，儋州开始推行“网络问政”，打造
24小时“不打烊”的“网上信访局”，受
理的民意诉求事项全部实现网上统一
流转，办理流程和结果均可在线查询、
跟踪、督办及评价。截至目前，儋州网
上信访信息系统共受理信访件1190
件，已办结1154件，办结率达97%。

近日，儋州市民周先生通过网上
信访平台反映了请求依法处理违章
建筑的问题，在6天内就得到了责任
单位是否受理的答复，并且问题也很
快得到落实。周先生坦言：“通过网
络信访，改变了以往只有面对面信访
才能获得重视的印象，信访件处理效

率也提升了。”
今年以来，儋州还在积极研究探

索“访调对接”工作，把人民调解延伸
到信访领域，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做
好‘访调对接’工作有助于钝化矛盾，
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和纠纷，消
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我们已访
调各类矛盾纠纷6起。”儋州市信访
局局长黄德钊表示，下一步，儋州还
将成立市一级“访调对接”工作室，并
组建“访调对接”专职人民调解员队
伍，保障人民调解队伍的社会化、专
业化，全面系统地调处各类问题，促
进信访问题依法及时化解，努力实现
基层矛盾不上交，为政府分忧，为群
众解难。 （本报那大9月24日电）

爱心企业向
临高贫困群众送月饼

本报临城9月24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王信隆）近日，在临高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的
协调和组织下，海南世界联合公益基金会携手世
界诺丽有限公司来到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及东
英镇美夏村，向贫困群众赠送了270盒月饼，并
送上节日祝福。

借助送温暖的机会，爱心企业一行还到美夏
村委会文化室以及原乡政府旧址进行考察，研究
分析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如何参与到扶贫工作
中，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推行定时上门收取
垃圾便民举措

垃圾不落地
环境更美丽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盘宝盛

“垃圾不落地，儋州更美丽……”
24日下午，一辆垃圾运输车驶向儋州
市东风路。听到车载广播的声音，在
东风路上经营快餐店的钟女士，利索
地将店里垃圾打包好，放到门外等着
环卫工人上门收取。“垃圾运输车定时
上门收集垃圾，既方便又清洁。”钟女
士称赞道。

垃圾运输车定时上门收集垃圾
是儋州推行的便民新举措。据了解，
儋州开展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国
家卫生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工作后，为了实现“垃圾不落地”，避
免露天垃圾二次污染，配置了70余
辆电动垃圾运输车和30余辆垃圾压
缩车，固定四个时间段上门收取垃
圾，为本地居民营造更加舒适、干净、
整洁的人居环境。

“以前家门口正对面就有几个垃
圾桶，常常积满垃圾无人处理，行人走
过都得捂着鼻子。”家住儋州市人民西
路的符先生说。

不只是符先生，提起以前的城市
卫生情况，环卫工人陈师傅也十分感
慨：“收垃圾的时候非常脏，特别是夏
天，离垃圾桶还有一段距离就能闻到
刺鼻的臭味，更关键的是垃圾里的污
水顺着车子淌一路，既影响市容市貌，
又污染环境。”

儋州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前儋州城区的大型垃圾桶周
围往往容易形成卫生死角，而定时
收运垃圾的方式，有效改善了城区
环境卫生，并且减轻了环卫工人的
负担。

同时，时常让居民们感到困扰的
大件垃圾处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负责垃圾定时收取工作的美城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针对大件垃圾处理，该公
司安排工作人员于每天6时至22时
不间断进行清运。

同时，儋州市环卫局路面监管员
还会不定时地检查各社区、街道路面
的卫生情况，若发现大件垃圾，便把照
片和所在位置报送至路面监管员微信
群，由该公司组织人员到场清理。

此外，该公司还计划联合各乡
镇（社区），在每个乡镇（社区）设立
一个大件垃圾投放点，每天定时收
取垃圾，有效保障乡镇环境卫生的
干净和整洁。

（本报那大9月24日电）

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打造“网上信访局”、探索“访调对接”工作

创新信访工作机制 着力化解矛盾纠纷

近日，在儋州市儋阳楼森林公园，蓝天、白云、青山、绿植等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卷。
据悉，儋阳楼森林公园占地面积约1500亩，包括自然山地景观区、休闲娱乐区、儿童娱乐区、儋州调声文化区、峡谷景

观区和高山远眺区等六大功能区域，按规划将打造成为旅游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儋阳楼森林公园
美不胜收

◀上接A01版
此外，儋州还引导村民制定了契合自身实际

的村规民约，通过乡贤、党员干部的督促，进一步
提升乡村的文明程度。“相较于此前教条式的村规
民约，我们在重新制定时，要求更接地气，更符合
各村的实际情况。”游宪军说，从爱护村庄环境这
样的举手之劳，到移风易俗这样的长久工作，都写
进了村规民约里。

上个月，东成镇两村村民因土地纠纷产生“对
立”，在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一条条“友好
协定”将矛盾化为无形。“城乡统筹发展，不只是在
经济社会发展，更见于文明观念。”游宪军透露，文
明礼仪学校将一直举办到年底，儋州市也会创新
载体，继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素质提升，共建文明新儋州
“垃圾不落地，儋州更美丽。儋州是我家，卫

生靠大家……”近段时间来，这段由普通话和儋州
方言双语播放的语音，时常穿梭在那大城区的大
街小巷里。每到特定时间，带有语音系统的垃圾
回收车便走街串巷清运垃圾。

“为做到‘垃圾不落地’，我们将城区里的大型
垃圾桶全部取缔，替代的是走街串巷的垃圾清运
车。”儋州市环卫部门负责人说，要营造更加舒适、
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避免露天垃圾二次污染是
极为重要的一环，为此儋州市共配置70余辆四轮
电动垃圾回收车和30余辆垃圾压缩车，每天固定
四个时间段上门回收垃圾。

游宪军表示，前两季度的全省社会文明大行
动测评结果显示，儋州排名全省第七，成绩较以往
取得了很大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也有了很大提
高。“构成城市的主体是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是人，
通过社会文明大行动，儋州不仅要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更要塑造文明有礼的儋州人。”游宪军说。

随着社会文明大行动的深入开展，儋州还将
探索“一创两建”夜校、数字化城管、以上率下拓展
志愿服务以及大数据管理平台等新方式，以人为
本，共建“文明新儋州。”（本报那大9月24日电）

“创城”兼“修心”
塑造一个新儋州

儋州社会文明大行动聚焦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力开展环境治理等九
大专项行动。图为在儋州市城区，环卫工人给绿化带浇水，美化城市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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