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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万城”催开万家笑颜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万城

·

整洁清新的万城风貌。

（万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交通环境大改善

12 月 8 日 11 时 43
分，D7319 次列车抵达
万宁站，万宁市万城镇
居民陈夏拎着给家人买
的礼物下了车。
“我在海
口上班，现在回家可方
便得多了，下了动车就
能乘公交车。”
走出万宁
站，不到 15 分钟，陈夏
便等来了 2 路公交车，
她说，
“如果不想坐公
交，
还可以打车回去，
可
比以前坐风采车的时候
要安全多了。”
“万城这几年变化
太大了，首先是环境变
整洁了。”陈夏说，街上
乱停放的车辆也越来越
少，
整个城区秩序井然，
“现在公园、商场越来越
多，工作的机会也越来
越多，以后我也想回来
上班。”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作为万宁市的经济、政
治、文化中心，
万城镇这
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的古城，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增
强城市服务功能，不断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有
效改善了市民的生产生
活环境，有力提升了万
城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
感，为万宁建设滨海花
园城市和清新度假胜地
起到了龙头作用。

12 月 6 日，提起万城镇的发展变
化，当地居民杨泽丰印象最深的是万城
镇人民东路最后的 618 米“断头路”顺
利打通，
“要知道，打通这条路足足花了
8 年时间。
”
万城镇人民东路是万宁市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程，是连接万城环市二东
路、纵三路、纵一路、望海大道、新海路、
城西路等的骨架路。此前，由于拆迁补
偿安置等问题，人民东路最后的 618 米
整整 8 年无法打通，也导致后朗商城项
目建设无法按计划推进，出行不便也让
很多市民不满。
2016 年 10 月，万宁市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93%的群众支持人民东路拆迁
改造。
“路通则财通，这是大家都懂的道
理。”万宁市民林旭说，作为一名万宁

人，他非常乐于见到家乡发展得越来越
好，
“ 这几年万宁大手笔规划建设基础
设施，尤其是万城镇规划建设了一批道
路、公园、广场，我们都非常开心，也非
常支持。但是这条人民东路迟迟没法
打通，
我们大家都很着急。
”
“人民东路如果不打通，城市道路
网的主动脉就被堵住，甚至制约万城城
区东扩。”万宁市委常委、万城镇党委书
记沈春强说，经过市、镇主要领导干部
主动上门做工作，切切实实帮助搬迁户
解决今后生活、就业和子女上学等问
题，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个别“钉子户”
慢慢由最初的抵触转变为热心助拆。
据介绍，在人民东路项目建设中，
万宁市出台了拆迁安置方案，对土地、
青苗、房屋及附属的建（构）筑物、生产

设施、坟墓等做了详细的补偿规定。
2016 年 11 月 7 日，万宁市依法拆
除了人民东路项目范围内的 10 户 58 间
房屋，拆除总面积 3000 多平方米，并对
4 户拆迁户的青苗及杂物进行了清表，
顺利打通了这条
“断头路”
。
“很开心，再也不用绕一个大圈子
进市中心了。
”万宁市民刘晓说。
人民东路的建设，也是万城镇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万
城镇先后建设了望海大道、文明南路、
城南路等市政道路，并打通了环市一西
路、北师大万宁附中西侧道路、万州大
道到纵一北连接路、文明南路等“断头
路”，贯通了城北新区“三横二纵”道路
网，对万城镇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
响。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表示，万宁
市正大力推进“六个万宁”建设，扎实
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深入实
施“一带两区三组团”空间发展战略，
推动万城城区东扩，把东山岭、乌场春
园湾、内海小海等旅游资源串联起来，
建设成集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性功
能为一体的琼东滨海城市，为万宁发
展增添正能量。
2010 年，万城镇全面启动东扩工
作。万城镇镇长黄文表示，万城镇将紧
紧围绕重点项目建设、精准扶贫、环境
卫生整治、打违控违和信访维稳等中心
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不做表面文章，把
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强化监督问责，抓
出成效，千方百计促进万城镇经济社会
事业全面发展。

人居环境大提升
“每次回家都好像到了一个陌生地 “巩卫”
工作相结合，
万城镇构建出
“一级
方。”12 月 6 日，外出务工归来的万城居
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的良好工作格局，
成
民李智在走出汽车站的那一刻，又一次
为万宁市
“巩卫”
工作的中坚力量。
“惊艳”于越来越整洁的城市面貌，
“我
“万城镇作为‘巩卫’主场，必须做
有 2 年多没回来了，没想到市区变化这
好表率。”沈春强说，万城镇将单位和居
么大，到处乱窜的风采车不见了，街道
民区卫生作为“巩卫”工作的切入点，大
也更加整洁。”
力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同时配齐环卫设
李智的“惊艳”，缘于一场历时 3 年
施，全力保障市容环境卫生。
多的巩固省级卫生城市（以下简称“巩
“环卫工人每天 4 点多钟就上班，
最
卫”
）攻坚战。
后一班直到晚上11点钟。
”
家住万宁市万
“镇、
社区、
网格，
网格下还有网格点，
城镇万隆社区的冯亚平说，
在
“巩卫”
工作
每个网格点定人定时巡查，通过层层发
开展后，
不仅街道干干净净，
小区里当天
力，
才造就如今的美丽市容。
”
万隆社区党
产生的生活垃圾也能在当天得到清理。
支部书记詹达能描述了万城镇的
“巩卫”
农贸市场一直是环境卫生“重灾
工作机制。通过将
“网格化”
管理机制与
区”。万城镇加强配备卫生管理和保洁

人员，完善环卫设施，定期冲刷、清扫，
清理整治农贸市场的卫生死角，使市场
的秩序、卫生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万城镇还发动党员融入网格，动员
群众参与“巩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据悉，仅万隆社区就通过党员带动群众
开展“巩卫”活动达 6000 余人次，社区
内乱搭建、乱张贴、乱停放等现象得到
有效的整治。
经过努力，万城镇市容环境卫生得
到根本性改善，彻底告别了发臭的沟渠
河道、简陋的环卫设施、缺乏管理的农贸
市场，
市容环境卫生基本达到《城市容貌
标准》的整洁美观要求。今年 6 月初，
万
宁巩固省级卫生城市成功通过复审，再

次获得
“省级卫生城市”
这一荣誉称号。
“在整治市容环境卫生的同时，万
城镇全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组
织关于打击毒品犯罪的集中整治行动，
大力开展禁毒宣传。”万城镇党委副书
记陈开介绍，万城镇在全镇 43 个行政
村（社区、农场）设立了举报信箱，同时
多次进行全域排查，落实情报信息研
判，努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提升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万城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爱
在心里。”冯亚平说，巷道里不再有堆积
的 垃 圾 ，墙 面 上 也 见 不 到 广 告“ 牛 皮
癣”，社会环境也越来越好，
“ 我们都觉
得生活在万宁很幸福。”

炼、活动，此外一些重大的文化娱乐活
动也会在这里举行。
“万城镇可不止人民公园这一个休
闲去处。”杨泽丰说，他家附近的东山河
带状公园虽然还未竣工，但也初具雏
形，
“现在市文化体育广场也开工了，我
相信万城以后会有更多公园，大家的生
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落实“河长制”管理体制，整治城乡
环境卫生；加大农村安全饮水管护工
作，完善水质监测预警机制；村村兴建
文化广场，完善文体娱乐设施设备；全
力做好农田水利维修工作，确保农业增
产增收……为顺应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及城镇化进程发展的大趋势，万城镇
从城乡环境整治、生态修复、城镇修补、
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出发，全力推动改
革开放的红利向百姓释放，为百姓幸福
感加码。
万宁市市长周高明表示，近年来，

万城镇发展迅速，在教育、民生、产业、
乡村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未来发展中，万城镇要明确自身资源
优势与区位优势，在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的同时，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把脱贫攻
坚与美丽乡村建设与“共享农庄”结合
起来，抓好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文明乡
村建设等各项工作。
黄文说，万城镇将继续加强市政管
理和城市综合执法，解决交通拥堵、占
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违规经营等突
出问题。完善公交体系，整治客运市
场，提升城市公交水平。加快城区市政
道路和路灯提档升级改造，加强城市外
立面的改造和管控，提升城市景观档
次，增添城市人居魅力。扎实推进生态
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开展打击违法建
筑、整治海岸带及河湖污染等专项整治
行动，
保护好万城的生态环境。
（本报万城 12 月 13 日电）

百姓家园大变化
“做梦都没想到家园会有这么大的
变化。”回想起 5 年前村里又脏又乱的
模样，万城镇联星村溪边村民小组村民
文明平感慨不已，他说，
“当时的环境非
常恶劣，垃圾满地、臭气熏天，出去的人
都不想回村。”
2013 年，外出务工回乡的文盛飞
经过与村民商量，决定成立三角梅种养
专业合作社，以三角梅产业为依托，打
造美丽乡村。如今的溪边村，三角梅花
开正艳，潺潺小溪穿村而过，村容村貌
干净整洁，
宛如世外桃源。
“溪边村的成功蜕变，离不开万城
镇的大力支持。”联星村党支部书记陈
海雄说，近年来，万城镇大力开展农村
环境整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打造农
民幸福家园和美丽宜居乡村，并利用强
农富农政策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
各方支持下，返乡青年党员文盛飞借助
“合作社+基地+农户+文化”，带领村民

走上了种植三角梅致富的道路。
溪边村的美丽蜕变，是万城镇城乡
居民享受发展红利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改革开放 40 年来，万城镇
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完成了农村（社区）道
路、排污、饮水、亮化、文体等多个民生
工程项目建设，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开
放红利带来的发展成果。
“市人民公园建成开放后，我几乎
天天都要去公园里健身。”12 月 6 日傍
晚，家住万宁市万城镇的蒋林和往常一
样前往市人民公园锻炼，一路上道路平
坦，路旁花草竞艳。公园内更是一片热
闹景象，跳舞、跑步、唱琼剧的市民随处
可见。
2005 年 10 月，万宁市人民公园建
成开放以后，这里就成了万城镇居民的
主要休闲场所。在每天的清晨与傍晚，
总会有大量市民选择到市人民公园锻

关键词
万城东扩
万城东扩战略，把万城建设成
为集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性功能
为一体的琼东滨海城市，把万城、环
小海区域为主体的万宁中部核心圈
层打造成集聚商业地产、物流商贸、
农产品加工、临港经济等业态的综
合服务型开发区组团。

打通
“断头路”
久拖 8 年的人民东路成功打
通，是万城镇近年来的一件大事。
打通人民东路，是万城人民群众最
迫切的需求之一，也是城市功能品
质以及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的必然
要求。人民东路成功打通，标志着
万城城北新区“三横二纵”路网基本
贯通，进一步夯实了万城经济发展
基础。

“巩卫”
“巩卫”指巩固省级卫生城市。
作为市区，万城镇是万宁市“巩卫”
的主战场，在这场只能做好、不能做
差的攻坚战中，通过坚持从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出发，创新工作机制，层
层压实责任，广泛发动群众，最终成
功夺得“巩卫”攻坚战的胜利。

万城镇重点项目服务队
万城镇重点项目服务队成立于
2011 年 8 月，整合了万城镇各社区、
村庄有公益心、责任心强的优秀青
年。这支队伍以党支部为“大脑”，
时刻待命，全力配合万城镇征地搬
迁、项目协调、抢险救灾和综治维稳
等工作。

乡村振兴
近年来，万城镇通过多方筹措
资金，不断加大对全镇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确保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农业增产增收，努力打造农民
幸福家园和美丽宜居乡村，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规范城乡建设规划
通过加强农村建房报建工作管
理，完善报建工作制度，简化报建程
序，提高农村建房的合法性，有效控
制占用农田、占用林地建房和乱搭
乱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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