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海口市 84.39
2 三亚市 83.35
3 昌江县 79.15
4 琼海市 77.23
5 文昌市 76.61
6 乐东县 76.19
7 琼中县 75.90
8 澄迈县 74.27
9 儋州市 73.78

10 五指山市 72.48
11 定安县 71.66
12 屯昌县 70.90
13 临高县 70.17
14 万宁市 69.42
15 白沙县 69.38
16 东方市 69.12
17 保亭县 68.71
18 陵水县 65.74

1.社会文明指数得分
=实地考察得分×70%+
问卷调查得分×20%+材
料审核得分×10%

2.洋浦经济开发区的
实地考察、问卷、材料审核
得分按比例计入儋州市

排名 市县 社会文明指数得分 排名 市县 社会文明指数得分 注
2019年第二季度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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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榜

黑榜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见习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邓积钊通讯员林小丹

青石板路蜿蜒于村落之中，路边
屋舍俨然，三五村民围聚在浓荫底下话
家常……7月30日下午，海南日报记
者来到屯昌县屯城镇南熙村，展现在眼
前的是一幅干净整洁的乡村画卷。

“现在村里变化真是大，前些年
到处都是垃圾山，风一刮别提有多臭
了。”南熙村村民甘强说，以前村里环
境差，主要是垃圾没出路。2013年，
南熙村全面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一车
车历史遗留垃圾陆续清运出村，水泥

环村路、排污沟渠及环保设施相继建
成，原先垃圾山的地方也被改造成了
绿化带和休闲场所。

“脏脸”变干净了，长期维护是个
难题。南熙村的做法是，让村民当

“主角”，人人参与。
除了负责维护自家房前屋后的

卫生，每周三和周六，南熙村全体村
民会对村里公共区域的卫生进行集
中清扫。南熙村仁教村民小组组长
邱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刚开始时还
需要党员干部挨个督促，时间一长，
村民们渐渐也养成了习惯，一到时间
便自己主动拿上清扫工具，将环村

路、篮球场、小广场等公共区域打扫
得干干净净。

“人多力量大，早上7点多出门，
一个多小时就打扫干净了，也不耽误
自己干农活。”甘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她和大伙儿的这个习惯，至今已
保持了5年多的时间。

乡亲们劲头十足，甚至还摸索着
学会了简单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老少齐出动，村庄从“一时美”
变“持续美”，南熙村村民们也在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中收获着满满“获
得感”。

（本报屯城7月30日电）

屯昌南熙村人人主动参与环卫保洁

“一时美”变“持续美”

■ 见习记者 谢凯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建筑垃圾乱堆乱放在空地，倒塌
的宣传栏无人问津，鸡鸭等家禽在村
道上随处可见……这是7月30日上
午，海南日报记者在屯昌县坡心镇关
朗村见到的景象。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刚刚来到关
朗村村口，便看到村口垃圾桶里的垃
圾堆得老高，溢出的垃圾散落在四
周，一块村标识牌锈迹斑斑、破败不

堪，另两块宣传栏则“趴倒”在地。
沿着村道往里走，村民们建房用

的水泥、沙子等建筑用料洒落在路
边，与村道上的落叶、家禽粪便混为
一体，显得凌乱不堪。

除了乱堆乱放的杂物与乱搭乱建
的棚屋，家禽牲畜散养在关朗村同样
随处可见。沿着村道往里走，不时会
看到一群鸡、鸭从村道旁窜出。由于
关朗村未采取雨污分流，且排污沟未
做加盖处理，沟渠里流淌着绿油油的

臭水，靠近之后感觉臭味愈发浓烈。
“其实村里大多数猪和牛已被圈

养，但村民多年来的养殖习惯一时间
难以完全改变，为了图方便，部分村
民还是偷偷在房前屋后散养家禽。”
关朗村党支部书记周经崇坦言，当前
村里的人居环境做得不够好，接下来
会以点带面对关朗村所属的4个自
然村人居环境工作进行提升，确保整
治到位。

（本报屯城7月30日电）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屯昌关朗村建筑垃圾随意堆放

房前有杂物 沟渠飘臭味

军人军属在美兰机场
可享四大进出港优先服务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刘泽群）海南日报记者7月30日从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获悉，美兰机场为军人、军属提供了四大进
出港优先服务，方便更加快捷、高效出行。

据了解，美兰机场在国内航站楼内02号、
28号值机柜台均设立了“军人依法优先、消防
救援人员依法优先”专柜，在安检A区和B区的
VIP通道以及爱心通道增加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服务，并且在候机厅内设置了22个军属候机专
属区域。军人、随行军属、烈属在“军人依法优
先、消防救援人员依法优先”专柜办理相关手续
时，工作人员将在登机牌上加盖“军人依法优
先”的印章，并在托运的行李上栓挂行李优先挂
牌。出行人员凭借有“军人依法优先”标识的登
机牌或相关证件，享受军人依法优先安检通道、
所乘坐航班对应登机口的头等舱有限登机通
道，以及快速领取行李服务。

美兰机场的军人、军属及烈属优先专属服
务还覆盖到港服务的各环节，包括在摆渡车上
贴“军人、军属及烈属优先”标识，综合交通枢纽
中心（GTC）城际快线售票处，出租车、公交车、
机场大巴候车区域，露天停车场收费口均设置
军人、军属及烈属优先通道，多方位为军人、军
属及烈属提供优先服务。

省地质系统为
乡村振兴工作队配装备

本报营根7月30日电（记者陈雪怡 特约
记者黎大辉）驻村的雷善耿有了“新装备”，开心
得不得了。“是辆电动自行车！在村里，它的作
用可比小轿车还大。”7月29日，省地质局派驻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什仍村的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雷善耿，骑着单位新配的电动自行
车，穿行于五指山脚下的冲打林村和什仍村之
间，一边查看村庄卫生情况，一边笑道：“有了这
辆电动自行车，服务群众就更方便了，比如帮助
村民推销蜂蜜、组织村民整治村容村貌等，和村
民的距离更近，能为驻点村办的实事也更多。”

省地质系统共有17名工作人员分别派驻到
临高、乐东、琼中3个县的9个乡镇，具体负责
120个自然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此次该系统共
为17名驻村工作队队员购置电动自行车14辆、
空调7部、电视机3台，以及电风扇、电热水器等。

“考虑到交通不便、天气炎热等原因，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的工作效
率，对此，省地质系统特地为队员配备交通工具
或安装空调等，目的是给工作队队员解决实际
问题，助力其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服务。”省地质
局局长李海忠说。以什仍村为例，该村位于五
指山脚下，下辖3个自然村，自然村之间相距较
远，此次配备电动自行车后，将有效解决乡村
振兴工作队碰到的交通不便难题。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黄琼雄）省文明委7月30日
发布2019年第二季度全省社会文明
大行动测评情况。测评情况显示：海
口市社会文明指数得分为84.39分，居
全省首位，三亚、昌江得分紧随其后，
跻身全省前三甲。东方、保亭、陵水得
分排在全省后三位。

根据省文明委2019年工作安排，
6月下旬，省文明办组织测评组对18
个市县（不含三沙市，下同）和洋浦经
济开发区2019年第二季度社会文明
大行动工作进行了测评。海南日报记
者了解到，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全省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的绩效，以及18
个市县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轨迹，
2019年第二季度的测评以全面测评
为基础，重点突出“文明交通”“环境治
理”“文明旅游”等测评，同时还增加了

“扫黄打非”实地考察。
测评情况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

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市县平均得分为

74.47分，比2019年第一季度上升了
1.41 分，比 2018 年第二季度提高了
4.51分，提高幅度为6.45%。

第二季度测评发现的主要问题包
括：各市县交通路口问题仍然突出，存
在车辆未各行其道、闯红灯、逆行等现
象，城乡结合部存在乱搭乱建、乱扔垃
圾、违章停车等问题；各市县的出租车
拒载、“宰客”问题仍未有明显改善，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点建设不完善，宾馆
未开展文明旅游宣传等问题仍然存
在。此外，各地的商业大街缺少针对

“诚信示范街”“诚信示范店”等相关内
容的宣传，群众对部分市县诚信建设
满意度较低，各市县媒体开展“重信守
诺”的宣传普遍不足。

省文明委指出，各市县党委、政府
要提高政治站位，形成社会文明大行动
领导机制、动员机制、督导机制、考评机
制等一系列长效机制，把社会文明大行
动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紧抓好，抓
出实效。要切实改善交通秩序及窗口

服务水平，打造国际旅游岛良好形象，
同时大力推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工作，完善志愿服务站点建设，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市
民群众形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提升
文明素质。要重点整治环境“脏乱差”
问题，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日
常监管和管理，切实加强领导、举一反

三深化以“三清两改一建”为主要内容
的人居环境整治，以实际行动体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

与此同时，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文
明旅游、诚信践诺行动推进力度，提升
旅游国际化水平。要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构建全省“诚信践诺”大数据
平台，构建“文明交通”“文明旅游”“城

市管理”等信用模块，加快“诚信践诺”
的专项评估应用、个人诚信“椰岛分”
积分制度建设，以及联合奖惩的制度
化机制建设。要进一步延伸拓展社会
文明大行动，推动社会文明大行动全
覆盖，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营造文明向上的社会环境。

2019年第二季度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情况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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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海南区域为海口市286名老人捐赠40万元助听器

大爱无声情更浓 慈善敬老送新声
“非常感谢你们这些热心的孩

子，让我们这些老人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真的谢谢你们！”7月30日上午，
伴随着一阵阵暖心的欢声笑语，“情
系失聪老人慈善送新声”捐赠仪式暨

“梦想碧桂园·百城公益行”走进省托
老院活动现场，来自省托老院的80岁
老人刘特立激动地说。

“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
听觉器官进一步衰老，听力逐渐下
降，起居生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为延缓海口市60岁以上的老人和
离退休老干部听力退化的进程，增进
老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海口市慈
善总会联合碧桂园海南区域开展
2019年“情系失聪老人慈善送新声”
项目，为海口市286名老人捐赠价值
超40万元助听器。活动当天，碧桂园
海南区域还为省托老院送去了大米、
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情系老人 爱心无限

“每一位老人的今天，就是咱们
年轻一代的明天。我们对老人的关
爱，会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生活

在咱们这个大家庭当中。”7月30日
当天，省托老院院长高淑红介绍说，
此次碧桂园海南区域联合海口市慈
善总会举办的助听器爱心捐赠活动，
在延缓老年人听力退化的进程，帮助
改善老年人听力状况的同时，能让更
多的老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和
呵护。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海口市慈善
总会组织实施，并由碧桂园集团海南
区域捐资40万余元，为海口市286名
听力有障碍的老人配备助听器，以此
提高老人们的生活质量。省托老院
作为该活动的举办地之一，其院内29
名听力有障碍的老人也获得了活动
所捐赠的助听器。

“人间最美夕阳红。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此次举办的助听器爱心捐赠活
动作为我们‘阳光扶老’项目的一个
延伸，不仅得到爱心企业的大力支
持，也在社会上发挥良好的作用。”
海口市慈善总会项目部部长曾子珊
介绍。

曾子珊表示，一直以来，海口市
慈善总会把关爱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等工作作为重点。特别在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下，海
口市慈善总会以“关爱老人，奉献爱
心”为宗旨开展的“阳光扶老”系列活
动，有效地将社会爱心人士及爱心企
业的大爱精神与扶老敬老相结合，让
老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整个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同时在海口市营造出关爱
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饮水思源 爱心传递

“此次碧桂园海南区域与海口
市慈善总会联合举办的‘情系失聪
老人慈善送新声’活动，让我们以
实际行动，去关爱老人、贴近老人，
积极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也能号召更多的社会力量给老人
们以关爱，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碧桂园海南区域相关负责人刘珊
珊表示。

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担当的爱
心企业，碧桂园集团自1992年创立以
来，一直秉承“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
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企业理念，在
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始终不忘回报
社会，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弘扬慈善文化。

而碧桂园海南区域自扎根海南
以来，除了参与“阳光扶老”活动、以
及爱心助残等慈善活动以外，紧跟
集团步伐，以精准扶贫为使命，以实
际行动帮助群众改善生产条件、摆
脱贫困。

据统计，自2014年开始，碧桂园
海南区域组织志愿者团队不断深入
海口、三亚、文昌、琼海、三沙、儋州、
临高等市县，累计开展近60场“梦想
碧桂园·百城公益行”活动，为社会传
递了更多正能量。

不仅如此，碧桂园海南区域累
计投入9976万元，在琼海、陵水、乐
东、临高、白沙等市县开展了 69个
美丽乡村产业扶贫项目，助力乡村
振兴。

刘珊珊表示，希望通过开展系
列爱心活动，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
供切实服务，让其更好地增加幸福
感。同时，将与海口市慈善总会共
同开展更多公益善举活动，让点滴
爱心扩散传递到更多的领域、更广
泛的群体，为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
积极贡献。

撰稿/容朝虹

⬆7月30日，碧桂园海南区域为海口市286名老人
捐赠40万元助听器。

⬅活动现场，碧桂园海南区域组织志愿者团队慰问
失聪老人。

本版图片均由碧桂园海南区域提供

万宁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会

本报万城7月3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陈燕清 唐斌）海南日报记者7月30日从万宁
市民政局获悉，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六连岭革
命精神，该市日前成立了万宁市红色文化研究
会，为传播红色文化注入新力量。

万宁市红色文化研究会由部分琼崖纵队老
战士和琼崖革命后代发起筹备，旨在更好地传
承琼崖革命红色基因，弘扬琼崖革命精神，团结
凝聚所有热心红色文化事业的各界人士，积极
开展红色文化的研究、创作和宣传教育，努力打
造六连岭红色文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