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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向城市“脏乱差”宣战
“以前，这里整条街都是小商小

贩，不仅霸占人行道，连机动车道也挤
占了，车辆都没办法通行，特别是上下
班高峰期，堵得没办法走路。”5月13
日上午8点，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儋州
市那大镇中兴农贸市场西门，市场一
位保安说，5月以来，城管执法人员每
天早晨6点起就在市场周边巡逻，坚
决制止占道经营现象，对把商品摆到
店外售卖的沿街商户，立即开出罚单。

当天记者在市场里里外外走了一
圈，没有发现乱摆摊现象，车辆沿路停
放在划定的停车位处，电动自行车停
放有序。市场周围，有多名城管执法
人员在巡逻。

那大镇北吉农贸市场在城中村
里，是临时农贸市场，一度是脏乱差的
典型。上午10点，海南日报记者来到
该市场，没有看到一名城管执法人员，
但这里井然有序，附近没有摆摊设点
的商贩。记者离开时，在附近的建材
市场后面的加工仓库外，看到5名城
管执法人员在指导有关人员清理建材
加工的垃圾。

“加工仓储虽然在背街地方，但也不
能有‘脏乱差’现象。”执法人员羊文健
说，北吉农贸市场已经整治好，新一轮创
建工作要举一反三，不管是沿街还是背

街，凡是“脏乱差”，将全部清理整治。
那大镇军屯西二巷原先乱堆乱放

现象严重，海南日报记者以前路过，看
到该巷的娘子军饭店外乱堆放大量柴
火等杂物垃圾。当天上午，记者再次
路过发现，所有杂物垃圾都不见了，地
面干干净净。附近一位村民说，5月
10日村干部带人来彻底清理了。

对“十乱”行为
一律依法顶格处罚

5月以来儋州“创卫”工作力度明显
加大。海南日报记者走访那大镇多处
偏辟街巷，到处可见城管执法人员身
影，城市街道比以前明显干净有序。

创建卫生城市，儋州为什么短期
内发生这么大变化？儋州市城市管理
局局长范学伟说，“创卫”必须靠严管。

“门前三包”不落实是儋州“创卫”工
作难点。为坚决取缔占道经营、出店经
营、乱拉乱挂、乱摆乱放、露天烧烤等“十
乱”，儋州城管一律依法予以顶格处罚。

5月1日至10日，该局共开出71
份“门前三包”不到位的罚单，被处罚
的有商户、居民、企事业单位等，被处
罚金300元至2000元不等。

为打赢“创卫”攻坚战，儋州城管
局成立了“创卫”暗访整改指挥部，将
城区划分为4个“战区”，并与儋州市

公安局创立联合执法攻坚队，建立“三
班倒”工作机制，实行全天候巡查监
控，开展滚动攻坚整治，问题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联合攻坚队和4个战区每
天都上报执法整治成果。

5月13日，儋州暴雨，但“创卫”工
作没有停下。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城
管局了解到，当天，联合攻坚队共整治
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贩等

“十乱”现象67处，处罚商户（贩）19户
……各个战区也没有停止执法行动。

第二战区大队长许少文说，该战
区80名城管执法队员，“三班倒”值
班，每天早晨6点到岗巡逻，每天晚上
12点下班，确保“创卫”执法全天候全
方位不留死角。

举全市之力
打“创卫”攻坚战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检查，儋州市
提出，举全市之力坚决打赢“创卫”攻坚
战，开展“五大提升计划”和“五大专项
整治”，不仅城市管理部门立即行动起
来，其他相关部门也全部积极参与。

据介绍，“五大提升计划”指宣传
氛围提升、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立面提
升、农贸市场环境提升、环卫作业质量
提升；“五大专项整治”指“十乱”专项
整治、建设工地专项整治、“六小”行业

专项整治、交通秩序专项整治、环境污
染专项整治等，涉及该市宣传、城市管
理、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住
建、交通、公安、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
村、那大镇政府等近20个部门和单位。

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一创两
建”指挥部了解，为落实“五大提升计
划”和“五大专项整治”，儋州相关部门
纷纷拿出行动方案并立即实施，如：交
警支队、交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
位组成7个交通整治执法小组在重点
路段、重点区域、重点交通路口开展交
通秩序管控；市场监管局与卫健委等
单位联合对城区小餐馆、小食品加工
店、小熟食店、小旅馆、小美容美发店等

“六小”行业进行检查执法，确保做到证
照齐全；环卫局购置2000个踩踏式垃
圾桶替换传统无盖垃圾桶,等等。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是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助
力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需要，是
儋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基础工
作；要将“创卫”工作与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结合起来，统筹安排人
力、物力、财力，下苦功夫，针对存在的
问题，严管重罚，举一反三，一关一关
地闯，一关一关地过，着力构筑城市管
理长效机制，使儋州早日实现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的目标。

(本报那大5月15日电)

5月13日，在儋州市滨
海新区中心大道，环卫工人
在养护道路的绿化。儋州滨
海新区中心大道是海南环岛
高速进入儋州滨海新区的主
干道，近年来，儋州对该路不
断升级改造，将其打造成滨
海新区的景观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提升“颜值”
打造景观路

本报那大5月15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何万常）儋州特色小吃在
海南很有名，然而，游客在儋州想集中
品尝并不容易，因为它们分散在城市
不同角落。但现在来儋州，有了集中
品尝各种地方特色小吃的好去处。5
月10日开业的儋州那恁夜市街，每晚
人潮涌动到次日凌晨1点，有望成为
儋州旅游新名片。

“我来儋州一个多月了，很多特
色小吃还没吃过，没想到现在一个
晚上就吃到好几种。”5月 13日晚8
点，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陈女士来
到那恁夜市，吃到紫薯芝麻花生馍、
凤姨糟粕醋、酸奶水果捞。她说：

“儋州特色小吃果然名不虚传，以后
内地亲戚朋友来儋州，都要带他们

来这里品尝。”
儋州市区一直以来就有自发的夜

市，但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食品安全
得不到有效保障，环境卫生也缺乏有
效管理，不上规模，没有档次，对市容
市貌还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游客
对夜市生活的需求，儋州市根据省
政府开展全域旅游示范省建设总体
部署，结合老城区传统夜市情况，在

那大镇那恁路设计观光夜市项目，
对 200 米长的街道开展基础建设、
供水配电系统、夜景亮化、美化工程
等改造提升，规划142个移动摊位，
其中特色小吃摊位 100 个、特色小
商品摊位 42个，彻底改变街道“脏
乱差”状况，打造集“美食+娱乐+休
闲+购物+旅游”综合业态于一体的
观光夜市，构建儋州全域旅游的城
市新名片。

家住那恁路的王先生和爱人在夜
市摆摊制作销售水果捞。他说，开业
这几天，生意都特别好，每天晚上不到
12点他们的产品就已销售一空。

5月 13日晚上11点，海南日报
记者在那恁路看到，灯火明亮，人潮
涌动，热闹非凡，烤鱿鱼、涮毛肚、烤
冷面、臭豆腐……食客在各摊位穿梭
挑选美食，不少摊位有人在排队付
款，有一些摊位货品已经售罄，摊主

开始收摊。
据统计，那恁夜市开市头3天，每

晚销售额都突破30万元，每晚客流量
都在5万人次左右，人气火爆。

儋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云一鸣说，
那恁夜市上规模有档次，环境卫生管
理到位，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
个便捷、卫生、舒适的夜间休闲消费场
所，提升了市民生活质量，塑造了旅游
城市形象。

集美食娱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有望成儋州旅游新名片

那恁夜市开市头3天客流约15万人次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周圣涛

救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是一场
与时间的赛跑，施行冠脉介入术开通
血管，越早越快，患者生的希望就越
大。施行冠脉介入术开通患者血管，
全国医院平均用时是75分钟，儋州市
人民医院用时仅54分钟。

这项纪录，是儋州市人民医院
2012年引进刘文举后创造的。这名医
学专家，不仅助该院填补海南西部多项
医疗技术空白，而且多项医疗技术处于
全省领先水平。刘文举被海南西部许
多心肌梗死患者尊称为“救命医生”。

“刘医生是救命的医生”
今年3月31日凌晨，儋州市兰洋

镇62岁的王阿姨准备上床睡觉，突然
胸部剧痛，就像有硬块压着一样，她痛
得大喊：“我不行了……”家人赶紧把

她送到儋州市人民医院，经心电图等
检查，诊断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凌晨1点12分，心血管内科主任刘文
举赶到医院给王阿姨施行冠脉介入
术，1点36分，王阿姨血管开通，痛感
立即缓解。

“刘医生是救命的医生。”4月3
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王阿姨
已经像正常人一样下地走路，她说：

“当时我以为不行了，没想到还能活
着，原来真有妙手回春的医术。”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80岁的陈
大爷，平常走路胸痛。医院检查发现，
他2根血管闭塞，其中右侧冠脉闭塞
长达6厘米。刘文举带领团队以普通
正向途径开通血管，尝试3小时未能
成功；尝试采取逆向技术经由左侧冠
脉血管，从闭塞远端逆向建立开通路
径，经过2小时努力终于成功。

“手术中，我穿着近30斤重铅衣
站5小时，全身汗透，腰背和腿僵硬疼

痛，但手术成功，我感觉一切辛苦都是
值得的。”刘文举说，冠脉介入治疗逆
向技术，难度非常高，国际上成功施行
的也不多。

97岁高龄的临高县王大爷，去年
1月患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家人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儋州，刘文举
为他施行冠脉介入术，现在王大爷日
常生活已经能基本自理。

“医院引进刘文举后，每年救治危
重症患者600多例。”儋州市人民医院
院长羊轶驹说，冠脉介入术，全国救治
成功率96.96%，儋州市人民医院救治
成功率达到98.04%，在海南西部，刘
文举被许多心肌梗死患者称为“救命
医生”。

“是患者让我留在儋州”
刘文举，河南人，1997年本科毕

业于郑州大学医学院，2006年硕士毕
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后在广东工作

6年。
“2012年初，医院招聘心血管医

生，我前来应聘，但在医院考察半小时
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医院条件太简
陋。”刘文举说，他到海口买好第二天
返程机票，但当天晚上，儋州市人民医
院领导赶到海口找到他说，冠脉介入
术在海南西部是空白，大量危急患者
得不到及时救治……“是患者让我留
在儋州。”他决定留下来。

刘文举来之前，海南西部没有一
家医院能够开展冠脉介入术，心肌梗
死患者，病情危急的，只能转运海口救
治；病情不急的，医院联系广东的南方
医院专家择期来儋州手术。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黄金抢救时
间是120分钟，而西部患者转运到海
口恰恰要耽误120分钟。”羊轶驹说，
刘文举来后，不仅填补海南西部冠脉
介入术空白，还开展多项新技术新项
目，解决了西部地区重度心衰、重症心

肌炎、心源性休克、高血压急症、急性
肺栓塞、冠状动脉复杂病变等疑难危
重病症救治难题，使儋州市人民医院
多项治疗技术处于全省领先水平。

在刘文举的管理和带教下，儋州市
人民医院建成独立的心血管内科，急性
心肌梗死救治成功率超过98%，急性心
力衰竭救治成功率超过95%，择期冠脉
介入术无一例死亡，多项指标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去年，儋州市人民医院
的心血管内科与急诊科通力协作，通
过国家级胸痛中心认证，最大限度减
少急性心肌梗死血管开通时间，为海
南西部患者打造一条“救心”高速路。

“我不敢离开医院，一年真正休息
时间不超过10天，因为患者随时需要
我，我必须时刻做好上手术台的准
备。”刘文举说，他没有业余爱好，工作
之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希望早日在
儋州建成海南心脏诊疗中心。

（本报那大5月15日电）

在他坐阵下,儋州市人民医院急性心肌梗死救治成功率超98%,众多西部患者受益

刘文举：心肌梗死患者的“救命医生”

儋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与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本报那大5月15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廖全元）5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纪委
监委获悉，为给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纪律
保障，儋州市纪委监委近日起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为进一步强化对扶贫物质采购、公共工程、产
业项目和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四个领域突出问
题的整治，儋州市纪委监委此次专项治理重点排
查四类问题：一是通过托关系、打招呼，与供应商
或者采购代理机关恶意串通等方式，违规干预物
资采购，吃拿卡要、收受贿赂等问题；二是通过围
标串标、拆分标、转包分包等方式，违规插手扶贫
公共工程项目搞权钱交易、收受贿赂等问题；三是
通过虚假合同、空壳合作社或者企业骗取、套取扶
贫产业资金，优亲厚友、贪污侵占、收受贿赂等问
题；四是通过私自保管代管、违规收卡借卡，甚至
扣留扣压群众“一卡通”，以及虚报冒领、截留挪
用、滞留克扣等方式，在“一卡通”管理使用中滥用
职权、以权谋私等问题。

儋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对存在明显
问题的，下发监察建议书；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将
及时移交审计部门审计；对明显存在违规违纪问
题的，将立案审查调查。对专项治理领域涉黑涉
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的问题，优先处置、从严从
快查处；对典型案例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针
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易发多发问题，以纪律检查
建议、监察建议的形式，督促问题发生地区和部门
举一反三查找制度漏洞，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规范
权力制约长效机制。

据统计，2018年以来，儋州市共立案审查调
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7件57人。

儋州着力打造特色研学游品牌

东坡书院受研学旅游团青睐
本报那大5月15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尹庆全）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近400
名学生走进国家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儋州东坡书院，开启多彩新奇的文化研学之
旅。这是东坡书院今年迎来的第五个学生研学
旅游团。

昌江一小的小学生们面对900多年历史的
“载酒堂”，充满好奇。他们专注听讲解员介绍“载
酒问字”的典故、东坡先生的居儋故事，寻觅东坡
遗存，零距离触摸历史印记；他们见识神奇的“狗
仔花”，迷醉于“狗仔花”奇妙的形状和有趣的传
说；在钦帅泉边，他们兴奋地打上一桶“文化圣水”
洗手，“沾沾”苏学士的才气……

在“钦帅堂”，学生们被一帖帖平时难得一见
的文物拓片所吸引。他们在拓片师的指导下，选
取拓片材料、学习拓片工具的操作技法，自己动手
把《坡仙笠屐图》《月梅图》等珍贵文物书画制成拓
片作品，体验了古老的传统技艺。孩子们还兴致
勃勃走进“劝耕圃”，在东坡曾经耕耘劳作的土壤
里种上一株植物幼苗，培土、施肥、浇水，切身感受
东坡“美好出艰难”这个诗句的深刻哲理。

近年来，儋州市着力提升东坡书院教育游学
功能，其深厚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优雅的环境，成
为青少年学生开阔视野、寓学于游接触学习传统
文化的“行走课堂”。去年，东坡书院被确定为“国
家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来，一批又一批
研学旅行的学校师生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儋州市旅游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儋州文化底蕴深厚、热带植物丰富，将推动东坡
书院和海南热带植物园这两家国家级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游联动，进一步密切景区与学
校的联动合作，合力开发出体验性、实践性和浸
润性更好的研学旅行产品，为学校提供“菜单
式”研学服务，使儋州研学旅行成为海南特色旅
游新品牌。

临高头星村百香果产业扶贫基地开园

3天迎客逾千人次
本报临城5月15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信隆）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经过帮扶干部
和贫困户一年的辛勤劳作和精心呵护，临高县临
城镇头星村百香果产业扶贫示范基地40亩百香
果迎来大丰收，枝头硕果累累，进入采摘期。

据了解，为了有效发挥帮扶作用，激活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临高县委办联手海南银保监局，以

“县委办党支部+头星村党支部+贫困户”的模式，
共同打造头星村百香果扶贫产业示范基地，带动
头星村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今年的阳光和雨水都很充足，百香果长势特
别好，预计一造亩产约2000斤。”负责带领贫困户
开展该基地百香果种植的星龙种养合作社理事长
陈冠京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5月10日，头星村百香果基地正式开园。放
眼望去，果架撑起生长茂盛的百香果，一片绿油
油，生机盎然。开园前夜，忙了一天的临高县委办
全体帮扶责任人连夜奔赴头星村，与省银保监局
帮扶干部、村“两委”干部、贫困群众一起连夜奋
战，包装了400多盒百香果，为满足第二天开园集
市的顾客需求做足准备。临高县农业农村局为头
星村百香果扶贫基地打造了统一包装，使用“临高
田品 百里香约”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标识。
现场采摘8元一斤，顺丰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提
供现场打包服务。

连日来，慕名前来头星村采摘的游人络绎不
绝，百香果销量一路飙升。据统计，截至5月12
日，开园3天共迎来入园采摘客人1300多人次，
采摘及现场销售收入5.26万元。

为做好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迎检准
备，儋州市近日提出，
举全市之力，打一场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攻
坚战。连日来，海南
日报记者深入儋州
街头巷尾采访看到，
该市各个部门都行
动起来，掀起新一轮
“创卫”高潮。

抓细抓小，严管重罚，多部联动

儋州:向国家卫生城市冲刺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