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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儋州对15个采砂点进行修复

保护河道生态环境
本报那大1月9日电（记者刘梦晓 林晓君

通讯员牛伟）连日来，儋州有关部门全力开展辖区
河道及沿岸区域采（洗）砂点生态修复工作。截至
日前，已完成该市海头镇珠碧江流域的加兰、加
乐、枫根（2个）、太平及中和镇北门江流域的江水
弦等9个非法采砂点的回填平整，修复了这些采
砂点附近的河道生态环境。

儋州市信访局负责人介绍，目前，施工队正在
用5台勾机和10辆卡车，分成两组，分别对中央
环保督察期间群众举报的中和镇辛龙沙采砂点和
排浦镇龙山采砂点进行修复，预计1月15日可完
成修复工作。

该负责人还介绍，儋州将辖区内河道、河滩等
区域的采（洗）砂点作为专项整治的重点，按照“发
现一处修复一处”的原则，全面开展河道生态修复
工作，使河流及沿岸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进
一步提升该市主要河流的排洪功能。据统计，当前
儋州共有15个采砂点、8个洗砂点需要进行修复。

下一步，儋州将继续对位于西联农场五星分
场的光辉队、南丰镇角要村等处的6个采砂点和8
个洗砂点进行清理回填，并人工造坡、植树植草，
争取在1月20日前完成所有采（洗）砂点的修复
工作，恢复河道面貌。

儋州巡察利剑直指基层
一个月发现问题486个

本报那大1月9日电（记者刘梦晓 林晓君
通讯员李秋欢）海南日报记者1月9日从儋州市
委巡察办获悉，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为实
现巡察全覆盖，儋州市委巡察办用一个月时间，对
该市9个镇43个村居开展巡察，创新村居巡察方
式方法。据统计，本轮巡察共发现问题486个，立
行立改问题148个。

儋州市委巡察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省委巡
视办的指导下，该巡察办学习借鉴内地先进做法，
对儋州305个村居进行调研摸底、分析研判，区分
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把解决基层党组
织建设、脱贫攻坚、“三资”管理、扫黑除恶和反电
信诈骗、强农惠农、生态环保6个方面的问题作为
巡察重点，挑选有代表性的9个镇43个村居，采
取“集中巡、专项巡、重点巡、对照巡”等4种模式
开展巡察工作。

本轮巡察期间，儋州市委巡察办共发现党组
织建设方面问题152个，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破
坏生态、侵占群众利益等方面问题334个，问题线
索31件涉及46人。

临高49个文体活动室
主体完工
预计春节前投入使用

本报临城1月9日电（记者刘梦晓）海南日报
记者1月9日从临高县文体局获悉，2018年临高投
资建设的49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目前已全部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预计2019年春节前可投入使用。

据了解，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2018年临高
投入2205万元在该县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建设49
个文体活动室，每个文体活动室室内面积110平
方米。目前，49个文体活动室已完成总工程进度
的95%，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装修，预计
2019年春节前可投入使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些文体活动室建成
后将配备电脑、书柜及农业等方面的书籍，既能帮
助村民们学习农业生产知识，也能丰富村民们的
文体生活。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刘梦晓
通讯员 李国妹

“以前市场排水设施建设滞后，
地上经常有脏水，现在卖完鱼回家，
鞋子都是干干净净的！”近日，儋州市
那大镇的中兴农贸市场完成升级改
造，在中兴农贸市场做了近20年生
意的摊主谢女士对市场升级改造后
的变化感触颇深。

在距离中兴农贸市场不远处的
那恁油棕综合市场，摊主谭女士一边
熟练地把台面上的蔬菜摆放整齐，一
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现在市场就
像超市一样干净整洁！”

一个个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到干

净整洁，折射出儋州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决心。近年
来，儋州大力开展省级卫生城市巩固提
升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并在去年
12月通过省级卫生城市复审所有关
口，以实际行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市民赖长清在那大镇先锋路
上经营一家川菜馆。先锋路是当
地知名的美食街，但赖长清却发现
到先锋路各餐馆用餐的客人比以
前有所减少。去年6月，他和妻子
商量后决定，将川菜馆暂停营业进
行装修。

“墙壁贴上了瓷砖，靠墙坐的客
人不用再担心衣服沾到灰尘了。”赖
长清说，在儋州食药监局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他在川菜馆内安装了防苍蝇
的风幕机和3个洗涤池，将排水明沟
改造成了暗沟。“卫生条件好了，隐患
也就少了。”儋州食药监局餐饮科科
长梁伟丹说。

儋州“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副
指挥长云一鸣介绍，该市持续开展

“城乡清洁大扫除”行动，严格落实
“门前三包”责任制，持续开展病媒生
物防治工作，目前该市餐饮单位后厨

“三防”设施安装率达100%，有效保
障了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不能为了创卫而创卫，要以创
卫为抓手，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水平，
让城市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儋
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疏堵”结合也是儋州创卫工作
的一大亮点。“以前我们经营路边摊，
占道影响交通，害怕见到执法人员，
现在有了固定摊位，心里踏实了，生
意也好了。”去年10月28日，位于那
大镇的儋州夜市美食广场开市，经营
麻辣烫生意的商贩黄兴志开心地说，
自己终于可以安心做生意了。

夜市美食广场不仅解决了困难
群众的就业问题，也方便了市民的生
活。每当夜幕降临，夜市美食广场里
人流如织，美味的长坡米烂、洛基粽
子、重庆小面等美食香飘四溢。“下了
班，我们都爱去夜市美食广场逛逛！”
儋州市民吴晓敏说。

（本报那大1月9日电）

儋州以创卫为抓手，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环境扮靓了 生活方便了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林晓君
通讯员 盘宝盛

“现在只要路灯一坏，我们就拨打
24小时市政热线，市政管理处的工作
人员会立即赶来排查、维修，路灯很快
又亮了。”住在儋州市那大镇龙门路的
市民秦博日前向海南日报记者感慨近
几年来儋州城市由内而外的变化，“各
部门服务市民的效率提高了，我们的
幸福感也提升了！”

市民幸福感的提升，是儋州推进
“一创两建”工作取得的成效。2018
年以来，儋州以“钉钉子”的精神将“一
创两建”工作推向深入，绘制那大建成
区创建图，持续开展“城乡清洁大扫
除”行动，推动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
落实，城市面貌变化显著。

建章立制，推动“一创
两建”工作

“市里对‘一创两建’工作极为重

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2018年制定
了一系列的制度，‘一创两建’工作迈
上了新台阶。”儋州市“一创两建”工作
指挥部副指挥长云一鸣介绍，2018年
以来，《儋州市“一创两建”工作领导小
组议事规则》《儋州市“一创两建”工作
指挥部议事规则》等文件相继印发，儋
州关于“一创两建”的基础性制度逐步
建立，为“一创两建”工作有序推进奠
定了基础。

2018 年 4月，《儋州市“一创两
建”工作考评与奖惩暂行办法》《关于
深入推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国
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将市“一创
五建”工作领导小组调整为市“一创两
建”暨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三大顶层设计文件的
印发，将“一创两建”确立为儋州的“一
把手”工程，彰显了儋州市委、市政府
推进“一创两建”工作的决心。

《2018年儋州市爱国卫生工作要
点》《儋州市“一创两建”工作问责暂行

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的公布，则进
一步促进儋州创建工作高效运转。

全力创卫，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

“我们的古镇环境好了，就会吸引
更多人来旅游。”1月9日，在儋州市中
和镇东坡大道，环卫工人正在进行路
面保洁工作。中和镇政府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在推进“一创两建”工作过程
中，该镇下大力气整治辖区环境卫生，
使该镇面貌明显改观，助推了该镇旅
游业的发展。

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过程中，儋
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法检两长亲自抓，
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
高位推动各部门合力行动、高效运转。

目前，儋州环境卫生状况全面改
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95%，主次干道硬化率99%，地下水
道管网覆盖率95.8%，城市道路装灯

率100%、亮灯率97.6%，道路照明设
施完好率98%。城区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正在进行，目前已完成 10家。
饮用水卫生状况明显改善，近3年无
饮用水污染引起的疫情。此外，儋州
的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工作成效
显著。

当前，儋州已成功创建省级卫生
镇5个、省级卫生村（行政村）29个、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66个。

选树榜样，文明之风吹
拂儋耳

2018年，“儋州好人”“最美家庭”
“最美媳妇”“文明校园”“最美教师”
“最美少年”是儋州市民日常交谈中的
热词。由这6项子活动组成的首届

“儋州好人”系列评选活动，让来自百
姓身边的平凡榜样，成为了文明儋州
的代表。

“特别佩服儋州二中的李健雄老
师，‘儋州好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家住那大镇的小学六年级学生羊泽栋
说。

自“儋州好人”系列评选活动开展
以来，各大媒体通过寻访报道，在儋州
挖掘出了一批事迹突出、品德高尚的
道德模范。他们的事迹经过广泛传
播，在当地掀起了学习榜样的热潮。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
儋州深入开展“文明有礼儋州人”活
动，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中小学校、
镇、行业组织开展“礼让斑马线”“文明
排队”“文明观赏”“文明待客”“学礼守
礼”五大主题实践活动，倡导大家争当
遵德守礼的文明市民，提高市民文明
素质。

此外，儋州还推动志愿服务网格
化建设。截至目前，儋州共有注册志
愿者 4.89 万人，占该市人口总量的
5%左右。

2018年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测
评结果显示，儋州的排名已晋升至全
省第七。

（本报那大1月9日电）

关注儋州“一创两建”工作
开栏的话：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形象和城市管理水平，儋州市本着“坚持服务发展，创建惠民”“坚持示范先行，有序推进”“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坚持

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五个基本原则，举全市之力，打一场“一创两建”攻坚战，即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力争到2023年底全面实现创建目标。

本栏目将持续推出系列稿件，关注儋州“一创两建”工作，记录儋州由内而外的变化，倾听当地群众乐享美好生活的故事。

推进“一创两建”工作，刷新城市面貌，提升市民素质

“内外兼修”建设美好新儋州

在城区街头开展夜跑公益活动
儋州“跑出”好环境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刘梦晓
通讯员 李国妹

“您好，请及时清扫店门口的固体
垃圾，谢谢您对‘一创两建’工作的支
持！”“您好，请把果皮纸屑丢进垃圾
桶，我们一起保护儋州的环境！”

1月8日晚，入夜的儋州市那大镇
城区，由80余名儋州市“一创两建”工
作指挥部工作人员组成的6公里夜跑
团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清扫街头巷尾
的垃圾，并劝导商户文明经营、落实卫
生“门前三包”责任。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我
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市民彭怡
对夜跑活动表示支持。她说，统一
着装的工作人员以夜跑的方式保护
环境、倡导文明新风尚，“是一件很
酷的事！”

“参加夜跑公益活动，除了可以锻
炼身体，还能用自身行动提醒市民，公
益环保要从我做起，人人可以参与。”
儋州市“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副指挥
长云一鸣表示，希望通过开展夜跑公
益活动让广大市民认识到“一创两建”
工作的重要性，引导更多群众积极主
动参与“一创两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儋州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国家卫生城
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的一项
公益活动，夜跑活动今后还将举办，吸
引更多市民参与，以营造“一创两建”
的浓厚氛围。

（本报那大1月9日电）

本报那大1月9日电（记者刘梦晓 林晓君
通讯员符武月）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相关部门
获悉，为进一步增强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该市
近日印发了《儋州市2018年贫困户发展产业奖励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2018年度家庭
生产经营性纯收入达4000元/户以上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按1000元/户的标准进行奖励。

《方案》明确，此次奖励的对象为儋州市建档立
卡贫困户，贫困户年度家庭生产经营性纯收入的认
定以2018年动态调整计算收入为主要依据，以《扶
贫手册》填写的家庭生产经营性纯收入、2018年度
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确认表和贫困户提供的相关收
入证明为佐证材料。

《方案》要求，儋州各部门要严格贯彻省、市财
政涉农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规范
审批程序，如发现骗取、截留、克扣和挪用奖励资
金的情况，将依法依规追究主要领导和具体责任
人的责任。

儋州鼓励贫困户兴产业
去年纯收入4000元以上每户奖千元

20所学校获得儋州“文明校园”称号

10名教师获得“最美教师”称号

30名学生获得“最美少年”称号

创卫让城市
更美丽

儋州已成功创建省级卫生镇5个

省级卫生村（行政村）29个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66个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95%

城区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正在进行，

目前已完成10家

举办首
届“儋州好
人”系列评
选活动

制图/王凤龙

近日，在儋州市滨海
新区，干净整洁的道路向
远方延伸，城市绿地草木
葳蕤、鸟语花香。

去年以来，滨海新区
结合儋州“一创两建”相
关工作要求，全面改善辖
区环境卫生，进一步优化
了发展环境，居民获得感
增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那大1月9日电（记者刘梦
晓 林晓君 通讯员覃凯）日前，海南
日报记者从儋州市环卫局获悉，2018
年，该局全面清理城区无主建筑垃
圾，共清理建筑垃圾1.97万余立方
米，平整建筑废弃物8万余立方米。

据了解，2018年，儋州环卫局持
续加大对建筑垃圾的排查清理力度，

督促27个在建工地建设车辆清洗设
施，清理城区无主建筑垃圾1.97万余
立方米，清运废弃家具等大件垃圾
6768吨至生活垃圾处理场处理；多
次与儋州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执
法，责令工地清洗受泥土污染路面
4.3 万余平方米，查扣违规车辆 11
辆，向建筑工地签发《限期整改通知

书》5份；受理建筑垃圾处置办件824
件，核准处置建筑垃圾45.02万余立
方米，核准发放建筑垃圾准运证
1350张。

“目前，儋州在建筑垃圾清理方
面主要存在3方面问题。一是那大
城区没有固定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地；
二是偷排乱倒建筑垃圾现象突出；三

是建筑工地车辆带泥污染路面。”儋
州环卫局建筑渣土管理所负责人表
示，针对该市在建筑垃圾清理方面存
在的问题，该所将联合有关部门在城
东、城西、城北建设建筑垃圾转运场
所，设立建筑渣土消纳场；积极协助
儋州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违规处置
建筑垃圾行为。

儋州去年清理建筑垃圾近2万立方米

为城市美容不留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