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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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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东方下通天村：

“立规矩”整治卫生“高颜值”令人舒心

东方入学村：

牲畜随地大小便 垃圾乱堆无人管

新闻追踪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现在的村子住着太舒服啦！”7
月16日上午，在东方市新龙镇下通
天村的村民休闲广场，村里的几位老
人坐在大树下乘凉，对村子如今的面
貌非常满意。“你看，我们村多干净，
花也多树也多，像花园一样。”一位老
人自豪地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道。

干净整洁的环村路，整齐罗列的
小洋房，瓜果飘香的庭院……诚如老
人们所言，下通天村的“高颜值”令人
心旷神怡。

就在3年前，下通天村由于基础
设施较差、村民生活习惯不良等原
因，是环境“脏乱差”的小村子：村中
道路泥泞难行，家禽家畜到处乱跑，
生活垃圾到处乱丢。

“走在村里都是异味，这样的环
境还怎么住人？”下通天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邢亚平当时就下定
决心：环境卫生一定要治理好！可
村民的积习并不好改，经过一段时
间的宣传整治后，村里占用公共场

所堆放杂物、随手丢弃垃圾的情况
仍然存在。

“要彻底改变，就要立下规矩。”
邢亚平带领村“两委”干部召集全体
村民开会讨论通过了《下通天村村民
环境卫生公约》，聘请了10名保洁员
分别负责村里不同路段的卫生。还
另外划定党员网格化分片管理卫生
区，每周让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开展
大扫除，号召更多群众一起保持环境
卫生整洁。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细化了，卫生
情况也大幅改观。村民符贞章说：

“生活‘在垃圾里’大半辈子，没有垃
圾的感觉太好了！”这也是大家共同
的感受。从一开始被动整治环境，到
后来村民主动呵护家园，下通天村的
美丽蝶变开始了。

2016年，东方市投入近500万元
支持下通天村创建美丽乡村，硬化了
3公里多的村道、巷道，相继完成绿
化、美化、亮化工程。基础设施提升
和村庄治理“软硬兼施”，使得下通天
村大变样。2017年4月，东方市美丽

乡村“庭院整治”现场会在下通天村
召开，该村刷新村庄“颜值”的庭院景
致、环村公路、大理石巷道、地下排污
系统，成了东方在全市推广的先进经
验。同年，该村还获评海南省美丽乡
村和全国文明村镇。

村庄环境变美了，村民也铆足了

干劲发展生产。如今的下通天村，通
过自营或流转土地给外来企业经营，
共有虾塘、蟹塘800多亩，种植哈密瓜
900多亩。水产养殖、土地租金、务工
成了村民新鼓起的三个“钱袋子”。下
通天村真正做到了又富又美。

（本报八所7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黑乎乎的牲畜粪便，无人清理的
污水，村道上散落着碎石沙土……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16日在东方市
感城镇入学村看到的场景。

入学村是G225国道沿线的一个
村庄。由国道进入该村，首先映入眼
帘的便是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然而，
这条村主干道及其两旁的环境卫生
状况很不乐观。

除了路两旁随意堆放杂乱的沙
堆、木柴，记者注意到，这条村道百余
米长范围内竟有好几处黑乎乎的牲
畜粪便，在炙热的阳光烘烤下，散发
的异味令人作呕。

往村里继续走，几头散养的母猪
带着幼崽到处晃悠，其中一头母猪还
在一村民家院外撒尿。

在村中一条小巷子里的几处破
败民宅周边，记者同样看到了随意丢
弃的生活垃圾。在当天约30分钟的
走访过程中，记者并未看到有保洁人
员对村里的垃圾进行清扫。

G225国道两旁，入学村不少村
民在这里经营饭店、小卖店等生意。
不过，在赚钱的同时，村民们也未能
做好“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环境卫
生。记者看到，在一家饭店与商铺交
界地带，虽然摆放了一个垃圾桶，但
垃圾桶内空空如也，反倒是几米远的
墙角处堆放了不少破旧泡沫箱、纸
皮、椰子壳等垃圾。

在另外一家饭店旁边，成堆的建
筑垃圾也格外显眼。感城镇居民苏
先生告诉记者，他好几次开车经过这
里都看到了这堆建筑垃圾，也不知为
什么一直无人清理。“相比城市，农村

的环境卫生整治难度要大的多，这就
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花更大力气，去
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苏先生说。

入学村如此“脏乱差”的环境卫生

情况，村干部有无采取行动？镇政府
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注意到吗？接下来
又该如何治理？海南日报记者将继续
追踪。 （本报八所7月18日电）

陵水走信村整治
禽畜散养问题

本报椰林7月18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陈思国）7月18日，海南
日报“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栏目的黑榜曝光陵水黎族自治县隆
广镇新光村走信村民小组存在禽畜
散养陋习未改、牲畜粪便随地可见等
问题。当天，隆广镇立即组织镇村干
部共220人，在走信村开展禽畜散养
专项整治行动。

党员干部带动村民共同开展整
治，将禽畜入栏养殖，并清扫村道、卫
生死角等区域存在的禽畜粪便、路面
污水和堆积垃圾等，共清运垃圾约
30吨，切实将改善村庄环境卫生落
到实处。下一步，该镇将规划适当区
域，引导村民集中养殖禽畜，解决人
畜混居问题。

同时，该镇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
访该村农户，开展文明劝导，宣传禁
止家禽家畜散养的知识，让该村农户
了解散养家禽家畜的危害，引导村民
群众理解、支持、配合整治工作，并敦
促做好门前屋后环境卫生整治。新
光村委会还将设立红黑榜，加强村民
的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以榜样为引
导，让群众更加自觉加入创建美好人
居环境的队伍。

据了解，隆广镇将以此次专项
整治行动为契机，在全镇开展全面大
排查，对禽畜散养和环境卫生问题进
行集中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将相关工
作纳入日常监管范围，要求各村开展
日常巡查，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本报五指山7月18日电（记者
贾磊 通讯员程智伟）为解决农村人居
环境存在的“脏乱差”问题，近日，五指
山市积极推出多项举措，举一反三，扎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7月12日，五指山市召开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题会，及时传达学
习7月11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要求各乡镇各部门切实增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迅速落实省政府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连日来，五指山市各乡镇发动党

员干部和群众，并联合乡村振兴工作
队、驻村工作队开展清除农村生活垃
圾、清理河道垃圾行动；拆除危旧房屋
和乱搭乱建房屋1500间。

目前五指山市7个乡镇和市畅好
居（5个居民小组）都已成立乡镇和居

环境卫生管理站，农村环卫保洁队伍
共有1220余人，清扫保洁覆盖率达
100%。2019年计划完成21个行政村
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全市32宗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修缮运维工作，
目前部分项目已完成主体管网安装。

截至6月初，该市农村改厕经乡
镇验收合格上报的新建（改造）农户达

734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6%。
据悉，按照《五指山市2019年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督查考核方
案》要求，该市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
不定期对各乡镇、市畅好居进行督察
暗访，每日曝光一个“脏乱差”典型。
要求各乡镇针对督察反馈的问题明确
专人负责，及时整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整改在行动

五指山市积极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

不定期督察暗访 每日曝光负面典型

“合规用汇、防范风险”
外汇知识宣传活动海口举行

本报讯 为普及社会公众合规用汇知识，提升
社会公众外汇风险防范意识，7月18日，由国家
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主办、中信银行海口分行
承办的，主题为“合规用汇、防范风险”的外汇知识
宣传活动在海口宜欣商业城举行。

活动现场，组织者通过滚动播放宣传视频、设
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有奖竞猜的
方式向过往群众介绍“打击非法网络炒汇”“银行卡
境外刷卡提现”等方面的外汇知识，广泛普及与普
通群众息息相关的基本知识。 （黄雅韫）

◀上接A01版

整改既体现中央精神
又凸显“海南味”

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是党中
央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
使命和历史使命，省委注意立足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这个最大实际，把推动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成绩作为检
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准，有针对、有侧
重地开展整改工作，既充分体现中央
精神，又充分凸显“海南味”。

主题教育中，省委根据中央要求
的8个专项整治研究起草了实施方
案，并结合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实际，提
出了整治营商环境不优问题和人才引
进培养问题。

围绕着专项整治，各单位从主题
教育一开始，就强力抓专项整治，为下
一步集中深入整治积累了经验——

省纪委监委牵头举办党员领导干
部纪律教育专题班，通过专题辅导、参
观警示教育基地和观看警示教育片，
抓住省管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集中
部署整治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阳奉阴违问题。

省委组织部充分运用省管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大考察成果鞭策后进，
对表现“一般”“较差”的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进行提醒谈话或诫勉谈话，引
导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省委办公厅在整顿“文山”突出问
题上持续发力，省级层面上半年发文
同比减少33.4%，其中6月份发文同
比减少38%。

省政府办公厅协调省发改委、省
商务厅等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扎实推
进引商、优商、聚商政策落到实处，形
成齐抓共管工作局面。

省政务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一
张审批网”，深入推进“一枚印章管审
批”等多项改革工作，精准发力，优化
营商环境建设。

大力推进3项深化主题
教育措施

我省印发的《海南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中提
出，把“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
作为我省自选载体融入主题教育，推
动中心工作落实。

一个多月来，为推动“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和主题教育无缝
衔接，省委重点抓好“推动制度创新多
出可复制可推广成果”“推动‘政策落
实年’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推动脱贫
攻坚创优保先”3项深化主题教育措
施，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围绕解放思想、创新力度差距较

大，制度创新系统集成水平偏低，重点
领域制度创新动力不足3个方面问题
拿出举措，力争推出一批高质量自贸
区自贸港制度创新案例。

针对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日常
督查督办机制不完善，绩效考核的正
向激励作用发挥不充分，积极争取中
央有关单位理解和支持的效果不明显
4个方面问题发力，全面推动“1+N”自
贸区自贸港政策体系取得明显进展。

为重点解决脱贫攻坚责任不落
实、压力层层递减，作风不扎实，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时有发生，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不足，“两不愁三保障”落实不
到位，产业扶贫机制不健全、缺乏可持
续性5个方面问题，以“背水一战”精神
状态确保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打赢。

在制定方案的同时，第一批开展
主题教育的单位积极推进相关整改工
作，取得了预期成效——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针对重点领域
制度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委托国际知
名评估公司对我省发布的制度创新案例
进行评估，并于近日向商务部报送一批
可向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案例。

省委办公厅、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等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争取商
务部召开协调会研究一批已在其他自
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但海南没有且急需

的政策，基本获得相关部委同意。
省扶贫办针对整改脱贫攻坚责任

不落实、压力层层递减的问题，采取现
场抽查、暗访、擂台赛等形式，在全省
范围开展“六比”专项行动大比武。

坚持边查边改不放松

7月4日晚，《焦点访谈》曝光我省
黄花梨树盗砍滥伐问题后，刘赐贵和
省长沈晓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批示
要求严查严处，并在全省举一反三。
当晚9时，我省决定成立省市联合调
查组，对报道曝光的问题立即开展调
查，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涉案公职人
员依法立案调查，对违法犯罪人员从
严从重查处。

7月11日上午，刘赐贵主持召开
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通过剖析生态
环境整治负面典型案例，结合主题教
育检视突出问题，研究部署加强我省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随后，一场重拳
推进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专项整治
在我省全面开展。

省林业局按照省领导要求，及时派
出工作组开展调查，即查即改，印发《关
于开展盗伐滥伐、非法代购、运输木材
等破坏森林资源专项行动方案》，开展
专项整治，全面整改落实。

7月15日，海南日报“改善人居环
境红黑榜”黑榜曝光了临高文澜江畔6
号桥附近散落甚至堆放大量建筑垃
圾。对此，临高县有关部门及时将这曝
光的两处垃圾清理干净，并对临近企业
及周边村庄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在推进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专项
整治的同时，我省开展主题教育的第
一批单位还找准在自贸区自贸港中的
工作定位，结合主责主业，边查找问题
边整改落实，对能够当下改的，攻坚克
难立即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在
清单上明确阶段目标，紧盯不放——

省残联通过“请进来”面对面听取
意见，深入查找问题并及时整改，提出
了加强阳光助残扶贫基地建设的意
见，协调将贫困残疾人纳入全省脱贫
攻坚大数据管理。

省人民检察院针对调研发现的司
法人员职务犯罪查办力量薄弱的问
题，马上组建由副检察长、专委挂帅的
办案队伍，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克难。

省交通运输厅推进重点难点问题
落实，出台多项管理制度，在琼港澳游
艇证书互认、游艇自由行实行免担保
入境等方面实现了制度创新。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随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深入开
展，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将发扬刀刃
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冲着问题去、对
着清单改，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事业取得新成绩。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 正视问题狠抓整改

全省乡村民宿工作推进会举行
学习建设经验
规范行业发展

本报嘉积7月18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苏
乾）7月17日至18日，为推动乡村民宿发展，我省
在琼海市举行全省乡村民宿工作推进会及乡村民
宿管理培训班。

17日下午，与会代表参观考察琼海代表性民
宿。随后，各市县乡村民宿牵头部门负责人座谈
会举行，听取各市县乡村民宿工作情况汇报，部署
下一步工作。

18日上午，全省乡村民宿管理培训班在琼海
博鳌镇举行，省住建厅等部门乡村民宿业务负责
人分别就我省乡村民宿相关政策、乡村民宿申请
和备案发证操作流程等内容等进行详细说明。

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我省乡村民宿
尚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学习交流建设发展经验，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市县要引导乡村民宿集聚发展，
多出精品民宿。为做好乡村民宿的引导和服务，
我省要求乡村民宿备案发证实行联合核验备案机
制，实现乡村民宿备案的“一网通办”，这是海南的
制度创新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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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英语角
A： Would you like to have some

Hainan rice noodles？
您要尝一些海南粉吗？
B：I’d love to。
好呀。
A：How do you like Lingshui sour

noodles？
您觉得陵水酸粉怎么样？
B：Wow，They are delicious。
太好吃了！
A：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

tion for dinner tonight？
今晚的晚餐您有任何推荐的地方吗？
B：You can have dinner in Jinshui-

men seafood restaurant and have a boat
tour while eating。

您可以到海口金水门水上餐厅一边游河一边
吃晚餐。

A：Wonderful！
太棒了！

助力琼台科技合作发展
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心
启动运营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
者何光兴）7月18日上午，台湾科技应用加速中
心启动运营暨琼台科技/物联网应用合作项目签
约仪式在海口复兴城国际离岸创业大厦举行。

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吸引了不少台商来
琼共享发展机遇。此次启动的台湾科技应用加速
中心，以科技产业和可落地服务为主，致力于推动
琼台会展科技、科技旅游、智慧农业和绿色循环经
济等方面的合作，引进更多台湾企业来琼投资发
展、更多台湾青年人才来琼创新创业。在今天的签
约活动中，琼台两地企业、园区共签订电动游艇、新
能源、农业科技、智慧海甸岛建设等4个合作项目。

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海口复兴城互
联网创新创业园、台湾应用科技加速中心、海南省
互联网协会共同举办。

在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
境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
管理体制，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
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Explore more flexible policy sys-
tems， supervision models and manage-
ment mechanisms in domestic & foreign
trade， investment & financing， finance
& tax， financi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exit and entry，so as to explore new ho-
rizons of opening-up with greater open-
ness，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tronger radiation effect。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政府工作人员协助走信村村民将
散养的牲畜入栏养殖。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入学村环境卫生乱象。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整洁美丽的下通天村。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