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四机场春运
旅客吞吐量近676万人次

日前，为期40天的2019年春运
落下帷幕。

据海航机场集团统计，春运期间，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琼海博鳌机场和三沙永兴机场共
执行航班38747架次、旅客吞吐量达
675.98 万人次、货邮行吞吐量达
9.07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3.63%、
5.68%、2.53%。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旅客吞吐量
达25.74万人次，同比增长17%，机
场的航班航线平均客座率更是超过
90%。

图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到港旅客
陆续走下飞机，感受春天的海口。

文/本报记者 尤梦瑜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湖淡村
垃圾三级分类

纸壳、啤酒瓶等可回
收的垃圾，每隔半个月会
有人来收购

不可回收的垃圾会统一丢
到村庄外围的垃圾桶，每天下午
由环卫部门统一收走

有害垃圾则放入村文化室的回收点，由村里组织人
员对垃圾进行密封，统一交给镇里；镇里再将有害垃圾交
到文昌市环卫部门统一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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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5日12时-3月6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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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开展精准巡察 护航乡村振兴
临高启动
村居（社区）党组织巡察

本报临城3月6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谢淑荣 符开炳 特约记者吴孝俊）临高县委3月
4日上午召开第七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在全
县首次启动对村居（社区）党组织巡察工作。

据了解，本轮巡察临城、博厚、东英、调楼、新
盈、波莲等6个镇共54个村居（社区）党支部。抽
调纪检、组织、审计、农经等领域骨干和各乡镇干
部组成6个巡察组，采取“常规+专项”巡察方法，
实行异地交叉巡察。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
取工作汇报、查阅资料和有关账册、个别谈话、受
理来信来电来访、向有关知情人询问情况、向驻
村廉洁监督员了解情况等方式开展工作。

“以贫困村作为重点，优先巡察问题突出、情
况复杂、产业项目多、群众反映强烈的村级党组
织，着力发现换届选举、三资管理、扶贫惠农专项
资金使用、征地拆迁、民生事业等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临高县委巡察办主要负责人介绍。

本报海口3月 6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2018 年 6 月
初，省政府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至2018年12
月底，我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受伤人数分别同比下降8.1%、
22.8%、10.3%。这组数据的背后，是
海南公安交管部门全力以赴防风
险、降事故、保畅通、保安全的决心
和努力。

据了解，车辆严管、路面严查、
生命防护、文明出行、信息共享、法
治保障，是海南道路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攻坚战重点实施的六大工
程。攻坚战期间，全省公安交管部
门联合交通运输、农业、工商、质监、

安监、运管等多个部门，统一行动、
形成合力。同时，建立分析研判、联
合执法、违法举报和督导考核4项长
效机制。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攻坚战启动以来，海南公安交管部
门集中开展了暑期和周末酒驾醉
驾统一夜查、摩托车电动车面包车
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假牌套牌
假证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以及

“百日安全行动”等10余项专项行
动，大力整治交通乱象，对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坚决执行顶格处罚。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省开展统
一行动 80 余次，现场查处交通违
法行为60余万起，其中包括酒驾、

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近 19万
起。

为强化协同配合、联合执法，
省公安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组建
了3支省级联合执法机动队，暗访
检查重点货源地，集中曝光各类交
通乱象、源头治理缺位等突出问
题，督促各地政府、主管部门落实
整改措施；异地用警、交叉执法，不
定期开展全省统一查处行动，实现
重点区域管控全覆盖。6 个月时
间，全省共查处货车超载交通违法
行为 5555 起、货车非法改装 5093
起，重中型货车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同比分别下降 21.9%和 17.1%，
重中型货车交通肇事高发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

强化源头治理工作方面，省交
警总队编制了安全隐患排查手册，

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全省交管部门
排查道路隐患；邀请有关专家对重
点市县进行交通安全专题调研，提
升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成效，并全力
推进重点车辆安全隐患“清零”；开
展客运、货运交通安全大检查，确保
国庆期间和冬季旅游旺季道路交通
安全；深入推进交通事故深度调查，
对重点车辆致人伤亡事故“发生一
起、严查一起、整治一起”，强化安全
生产措施落实。

省交警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
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6.9%、16.0%、8.8%；2018 年 6月至
12月底，全省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受伤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8.1%、
22.8%、10.3%，三年攻坚战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我省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见成效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明显下降

本报文城 3月 6日电 （记者郭
萃）一个300余人的自然村是如何通
过村民自发将垃圾进行分类，实现村
居环境蜕变的？3月6日上午，海南
媒体人、网友等深入文昌市冯坡镇湖
淡村，零距离考察乡村垃圾分类治
理，探索村民自治在乡村振兴中的独
特作用。

绿阴如染净无尘。走进湖淡村，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不少村民正在文
化广场的树阴下散步聊天，恬静而闲
适，村道两旁干净整洁，不见任何杂物
垃圾。

“以前环境可没这么好，到处都是
垃圾！”85岁的村民陈金英正在院子
门口打扫卫生。她清楚记得，3年前
村庄还没有垃圾桶，垃圾都是随便丢
在附近的灌木丛，走在路上也到处都
是牲畜粪便。

湖淡村正是从3前年开始整治环
境卫生，使村庄环境逐渐得到改善。

在整治过程中，村民慢慢意识到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开始把不同垃圾放到
不同的垃圾桶，然后统一处理。

云大吉是全村第一位进行垃圾分
类的村民。先后在香港、深圳、广州等
地工作生活过的云大吉回到村子看到
遍地丢弃的垃圾，觉得非常影响村居
环境，决定从自身做起，进行垃圾分
类。“每次我都会骑摩托把不可回收的
垃圾拿去3公里外，丢进公路旁的垃
圾桶。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多
此一举。”云大吉说，每次他都会耐心
和其他村民解释。

潜移默化间，带动作用显现，村民
们大多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去年下半年开始，湖淡村的返乡
乡贤为全村每户人家购置了两个不同
大小的垃圾桶。每家每户都会把垃圾
进行分类：纸壳、啤酒瓶等可回收的垃
圾放在大桶里，每隔半个月会有人来
收购；不可回收的垃圾会统一丢到村

庄外围的垃圾桶，每天下午由环卫部
门统一收走；厨余垃圾会拿来喂养家
禽，有害垃圾则放入村文化室的回收
点，由村里组织人员对垃圾进行密封，
统一交给镇里；镇里再将有害垃圾交
到文昌市环卫部门统一进行处理。

如今，陈金英每天都会走10分钟
的路程去丢垃圾。她家门口的家禽被

圈养起来，闻不到任何异味。不仅如
此，村道上的动物粪便少了，灌木丛中
的垃圾也不见了，村民们脸上洋溢着
幸福满意的笑容。

湖淡村为什么能在4年之内把村
子变得越来越美丽？对此，湖淡村乡
贤云天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湖淡村
不断探索“一核两委一会”的村级管理

模式，村干部、党员率先作为，再带动
村民积极参与进来。

“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是居民
结构不一样，农村是熟人社会，大家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邻里之间的示
范、引领、监督作用更强。”海南大学
教授钟哲辉认为，“这也是湖淡村的
亮点。”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获3项世界大奖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云蕾 王婵）海南日报记者3
月6日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国际
机场协会（ACI）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
了 2018 年度全球机场服务质量
（ASQ）大奖获奖名单，美兰国际机场
获得3项世界级奖项，分别是“2018年
度亚太区最佳机场（1500-2500万规
模组）”“2018年度全球最佳环境及氛
围营造机场（1500-2500万规模组）”
和“2018年度全球最佳基础设施及最
便利机场（1500-2500万规模组）”。

据了解，近年来美兰国际机场以
旅客需求为出发点，积极创新管理思
路，不断改进基础设施和服务品质，
坚持完善硬件设施和提升软实力，为
全球旅客提供卓越旅行体验。

本报金江3月 6日电 （记者孙
慧 实习生莫凡璐）今年3月份是我
省第二个“义务植树月”，结合我省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相
关部署，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局在
全省开展以“广植乡土珍稀树种，共
创宝岛绿色辉煌”为主题的2019年

“义务植树月”活动，开展义务植树，

推进国土绿化。
省林业局在澄迈县和东方市分

别举办土沉香和海南黄花梨两个系
列的“乡土珍稀树种种植技术下乡暨
种苗赠送活动”。3月6日上午，首场
活动在澄迈县加乐镇举行，林业专家
为相关林业企业职工和乡村农户现
场传授乡土珍稀树种种植和管护技

术，现场给农民发放3000株土沉香
种苗，活动共计给全镇11个村436户
农户发放了1.57万株土沉香种苗。

海南黄花梨和土沉香是海南驰名
中外的乡土珍稀树种，在海南有得天
独厚的生长条件。截至2018年底，全
省乡土珍稀树种种植面积达22.4万
亩，其中，黄花梨13.5万亩；土沉香8.6

万亩；其他乡土珍稀树种0.3万亩。省
林业局营林处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
乡土珍稀树种种植技术下乡暨种苗赠
送等相关活动，普及乡土珍稀树种种
植技木，激发社会各界种植乡土珍稀
树种热情，不断扩大全省乡土珍稀树
种的种植总量，有利于提高森林整体
质量。

我省“义务植树月”系列活动启动

推广种植土沉香、黄花梨等乡土珍稀树种

五指山常态化开设
爱心扶贫集市

本报五指山3月6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刘
钊）近日，五指山市爱心扶贫集市开市。活动现场，
展销的农副产品种类丰富，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现
场购买人气旺，不少贫困户的产品很快就被抢购一
空，扶贫集市仅3小时就卖出5.1万元的农副产品。

据悉，该市每周六举行常态化爱心消费扶贫
集市旨在用“以购代捐”的扶贫模式，激发贫困户
发展生产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户拓宽销路，促进
增收。

三亚崖州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今年前两月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7.81亿元

本报三亚3月6日电（记者易宗平 黄媛艳 特
约记者萧真）跻身中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镇”的三
亚市崖州区，重点项目建设迈出“加速度”：去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45亿元，今年1月至2月完成7.81亿
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崖州区政府获悉的。

为发挥比较优势，崖州区明确“一港三城”的发
展定位：深海科技城产业方向是海洋产业，重点是深
海产业；南繁科技城产业方向是现代热带农业，重点
是种业；大学城将引进一批在深海和南繁领域领先
的国内外院校从事科研，推动产学研联动；崖州港则
提供配套服务。围绕这样的定位，深海科技城开发
与大学城开发相结合，南繁科技城开发与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开发相结合。

统计显示，2018年，崖州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45亿元，海洋科技馆·鲸世界、用友三亚产业园
等项目建成投入使用，三亚海事工作船码头、南山
安置区等11个重点项目全面开工。

2019年，崖州区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为110.8
亿元，1月至2月已完成投资约7.81亿元。目前，
该区各项目完成征收补偿土地6157亩、房屋994
栋，为系列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昌这个村庄不简单
湖淡村村民自发坚持垃圾分类处理，村居环境实现蜕变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白沙七坊急救站投用
进一步完善白沙急诊、急救网络

本报牙叉3月6日电（记者曾毓
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王钧）日前，
白沙黎族自治县120七坊急救站在七
坊镇卫生院揭牌投用，将有效缩短了
白沙急救半径和院前急救时间，切实
提升了当地急救能力和水平。

据白沙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白沙仅有县人民医院一个120
指挥中心，但在九架岭以西片区的各
乡镇距离县城较远，且道路曲折，120
救护车无法快速、高效地奔赴现场对
危重患者实施紧急救治、转送，此次
120七坊急救站建成投用，进一步完
善了白沙急诊、急救网络。

我省将探索建设全球最大的
消费精品展示中心

本报三亚3月6日电（记者孙婧）3月6日至
7日，世界免税协会“中国的时代”三亚峰会在三
亚海棠湾举行。来自亚洲各国及各地区的免税及
旅游零售业、机场和航空公司的高管参会并共享
一手资讯。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将
探索建设全球最大的消费精品展示中心。

会议将围绕“迎接旅游零售业的新时代”“电
子商务颠覆零售市场”“了解年轻的中国人”“中
国：一个国际视角”“中国国内旅游新领域”等多个
议题，进行业内分析与数据共享。

省财政厅厅长王惠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及其未来发展方向。他透露，
政策实施7年多来，海南免税销售额年均增长
39%，截至2018年底，海南离岛免税店累计实现
免税销售额407亿元，购物人数1273万人次。

据悉，下一步海南将继续完善离岛免税购物
政策，包括优化商品价格、丰富商品品牌，并与全
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有关税收政策进行
有机衔接。

省商务厅副厅长姚磊透露，海南作为全球商
品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将探索建设全球最大的
消费精品展示中心，具备短期展览、常年展示、现
场洽谈交易、智能服务系统、全球仓储物流服务、
离岸金融服务以及其他多重配套服务功能。

峰会由海南省商务厅和财政厅联合主办，世
界免税协会承办。

湖淡村，海南文昌冯坡镇一个300
人居住的村庄。村子虽小，但干净整
洁，最大的亮点便是垃圾分类。垃圾分
类说起来容易，但目前在很多城市都没
办法做好，在湖淡村为何就能行得通？

这首先要归功于简单易操作。可
回收垃圾统一回收，不可回收垃圾统
一清理，有害垃圾统一处理，这三个

“统一”，让所有的垃圾有了具体的去

处，村民做起来也简单方便。
其次，要归功于乡贤和党员、干

部。正是在他们的带动示范下，村民逐
渐形成了垃圾分类的意识，并且自觉意
识增强，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从“要我
干”变成“我要干”。3年多来，湖淡村不
断完善垃圾分类，形成村规民约，最终
内化成村民的行为习惯。

细节之中见真章，从湖淡村的垃圾

分类管理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南农村
在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方面，已经有了
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比如乡
贤的带头作用，比如基层党组织在村规
民约形成中的核心推动作用等。我们
还可以深刻体会到，人是乡村治理、乡
村振兴的内核，找好方式，用对方法，充
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建设美丽乡村，海
南乡村振兴，指日可待。

激发村民自觉 做好垃圾分类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