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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的环境，安详的生活，需要

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千千
万万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养老保障和为老服务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过的部分养老服务场所，

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的
落实及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故事一】虽风霜满面，
日子却七彩斑斓

“一股春风吹进了四季青敬老
院，那就是2013年12月28日习主席
来到我们敬老院，看望老人们来了
……”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老
年模特队的老人们在院刊《夕阳红》
里，登载文章回忆当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的情景。
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老人

们身边，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在敬
老院的生活情况。他要求养老服务
机构加强管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
服务质量，让每一位老人都能生活得
安心、静心、舒心，都能健康长寿、安
享幸福晚年。

敬老院老年模特队的刘进文清
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大家心情
欢畅、欢度晚年，“大家觉得总书记的
话特别温暖， 下转A03版▶

为了最美夕阳红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老有所养”篇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扫码看《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一览表（第十八批）》

进驻时间：
2019年7月14日－8月14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898-66260662
专门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3号邮政专用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进驻信息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特约记者 秦海灵 通讯员 陈欢欢

对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
镇新民村村民张贵英来说，这些年她
的“方便”方式历经了好几个变化。

“从上山解决，到搭棚挖茅坑，如今又
改成了三格化粪池式厕所，越来越方
便！”8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新民
村采访时，张贵英指着自家新改造的
厕所高兴地说道。

村民如厕方式的变化，折射出的
是琼中544个黎村苗寨持续改善的

人居环境。
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升级为统

领，近年来琼中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
理、农村污水治理、乡村“厕所革命”与
路网、水网、电网、气网、光网“五网”建
设，倒逼乡村生活方式革命，也让富
美乡村渐渐从“面子”美到“里子”。

规划先行

统筹整合多方资源

按照“政府引导、科学规划、管控
风貌、打造特色”原则，2014年琼中

高水平、高起点编制一批“富美乡村”
规划蓝图，两年后又将脱贫攻坚整村
推进工作与此衔接，逐步提升乡村建
设内涵。

把规划作为先手棋，带来的是
“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于2016年年底启动整村推进工
作后，营根镇新朗村猫尾村小组延续
村落原有建筑形态、空间构成与风情
文化，依着山势建起一排排船型屋样
式的新式民居，同时将光纤、燃气、水
泥路与人工湿地农村污水处理系统
等现代设施一一引入。

“包括危房改造补贴在内，猫尾村
建设总投资约600万元，充分整合了
性质相同、用途相近、使用分散的各类
涉农专项资金，实现村庄改造建设一
步到位。”新朗村驻村第一书记周凌云

介绍，如今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三角
梅和百香果，爬满架子的藤蔓不仅点
缀了庭院，也为村民增加新的收入。

猫尾村的“升级换代”，是琼中通
过人居环境改造提升乡村价值的一
个缩影。将危房改造、风貌管控与

“五网”建设统筹推进，自2014年以
来，琼中累计整合投入资金6亿元，因
地制宜、因村施策，勾勒出210个可游
可憩、宜商宜居的富美乡村示范点。

移风易俗

唤醒村民自治意识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并不难，祖祖
辈辈养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却并非说
改就能改。2017年年底，琼中启动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拆除牛栏猪

圈便成了第一块难啃的“骨头”。
“要不是村干部一趟趟上门做思

想工作，带头拆除自家猪圈作表率，
我们哪会说搬就搬？”湾岭镇水央村
村民杨开彬将自家门口的4个猪圈
拆除后，政府出资帮忙在不远处的槟
榔林盖起标准式新猪圈，原址则被改
造成停车场与绿化带。

粪污横流、臭气熏天的景象不
再，随之而来的是村民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意识的大步提升。为给村里腾
地方建垃圾屋，水央村村民陈开东主
动挪走自家的几株芭蕉树，虽说有些
损失，他却认为挖得值：“村里变干净
了，我们住起来才舒服。”

村民主体意识得到充分调动后，
由受益主体变身为参与主体。

下转A02版▶

琼中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乡村“厕所革命”与“五网”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更美更宜居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
第二十七批260件群众信访举报件
第十八批移交的举报件已办结31件，
正在办理82件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
媛）8月10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
移交第二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60件，涉及各类
污染类型共613个。目前累计已移交群众信访举报件
3106件。

在第二十七批移交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从污染
类型来看，涉及大气、水、其他、土壤、噪声、生态和海洋
等污染类型，数量分别为191个、186个、125个、66
个、27个、11个和7个。

此外，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
的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4件，今天也公布了办
理情况反馈：截至目前已依法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
1件，正在办理82件。

在移交的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4件中，重
点关注环境问题11件，普通件103件。按照要求，群
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将在报
纸、电视、网站等媒体上公布（详见A04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利奇马”
已致417万人受灾
浙江温州永嘉县突发山体滑坡堵塞

河流，冲溃后造成22人死亡10人失联

太平洋建设和
海南牵手合作
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
业务等领域深化合作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
苟媛媛）近日，太平洋建设分别与
海南省水务厅、海南银行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在深化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和金融业务等领域“牵手”
合作，以进一步落实海南省政府
与太平洋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相关
内容。

根据太平洋建设与海南省水务
厅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以
《海南水网建设规划》为指导，积极
推广“工程总承包+建设运营移交”
建养一体化的投资、建设、管理及
运营模式，聚焦重点水利工程、城
乡供排水工程、水生态文明建设及
乡村振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
此外，在太平洋海商建设集团与海
南银行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双
方达成包括授信业务、结算业务、
现金管理服务、投资银行业务等合
作意向。

本报金江8月10日电（记者邵
长春）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
交流中心与火币中国、链人国际在澄
迈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旨在解决当前我国区块链产

业人才工作中的“卡脖子”问题。
此次合作，各方将依托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先行先试的优势，在海
南启动区块链人才培育工作，推进
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方面的有益探

索，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打造世
界级“自由数字港”。

据悉，海南生态软件园是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的产业创新高地，
打造中高端人才聚集地和互联网

产业示范区。去年 10 月，“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区块链试验区”在
海南生态软件园设立，这也是国
内首个正式授牌的区块链产业试
验区。

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与火币中国、链人国际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区块链人才培育合作在琼启动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海南日报记者8月
10日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海口湾
畅通工程龙华区示范段项目加速推
进建设，力争9月完成漫步道、跑步
道、骑行道的彩色混凝土路面铺设。

10日上午，记者在海口湾畅通
工程龙华区示范段工地现场看到，
工人们正在抓紧打木桩，一个星期

后这里将种上红树林。据了解，海
口湾畅通工程项目是一项还景于
民、还岸于民、还海于民的惠民项
目，岸线全长约19.6公里，在海口
湾至海甸溪南北两岸，建设漫步道、
跑步道、骑行道三道全线贯通工程，
提升景观环境，增设服务设施，全面
提升滨水城市品质。项目一期启动
美兰区及龙华区示范段。

据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介绍，
将对沿河建筑物进行外立面美化，
计划在围墙设计建设中体现海口
本地风景特色，凸显海岛风格和魅
力，使之与沿河景观相映衬。施工
单位每天有约800名工人进行轮班
制施工，针对海水涨潮落潮进行合
理分工排布，确保施工效率和完成
速度。

目前，龙华区示范段的三道工
程已基本贯通，下一步将力争9月
完成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的彩
色混凝土路面铺设，并对三道的绿
化、美化、亮化等景观进行提升及
配套设施建设。此外，还将在长堤
路边上，海甸溪里建设木栈道，不
仅方便市民出行，还可为市民提供
一个亲水亲海的休闲场所。

海口湾畅通工程加速推进
龙华区示范段项目力争9月完成“三道”彩色路面铺设

三亚首届帐篷节开幕
8月10日，2019三亚首届帐篷节在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开幕。活动为期两天，众多市民游客欢聚于此。现场共设5大主题分区，涵盖

舞台区、文创集市区、美食区、露营区、红色文化展区，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
活动当晚，房车与帐篷同在一片草地之中，闪闪营灯、点点星星，千人共享鹿城美丽夜空。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召开
澄迈典型案例启动调查见面会

本报金江8月10日电（记者周晓梦）8月10日，根
据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针对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
（1）海南澄迈县肆意围填海、破坏红树林》中提出的问
题，省生态环境厅成立调查组，代表省政府进驻澄迈县
开展调查。

在8月10日下午举行的启动调查见面会上，调查
组明确三方面要求：一是澄迈县委、县政府要提高政治
站位，夯实市县党委和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政治责任，切实正视检视问题，层层传导压力和
压实责任。二是澄迈县委、县政府和有关职能单位要
自觉接受、主动配合、全力支持调查工作，实事求是汇
报工作，决不允许弄虚作假。三是澄迈县委、县政府要
全力做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等各项工作，
并要严格落实好各项纪律要求，确保调查工作规范有
序推进。

澄迈县委、县政府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全力做好
调查配合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和工作短板不遮不掩、不
藏不掖，全面如实提供情况，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并坚
决抓好问题整改，做到标本兼治、对标对表、举一反三
抓整改，压紧压实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