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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万宁城区
将投放16间移动公厕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文贝）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万宁市环卫园林局
获悉，该局将在市区投放16间移动公厕，进一
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便利，目前已
有10座完成安装。

据悉，已安装的10座移动公厕分别位于
环市二路西、环市三路东等处，目前已接通水
电，近期可投入使用。另外6间移动公厕目
前还在选址。每座移动公厕分为男厕、女厕、
残疾人卫生间3个隔间，以及一个值班室，厕
所内设有自动冲水装置。移动公厕正式启用
之后，还将配备值班人员，负责厕所的日常维
护和保洁工作。

■ 见习记者 李豪杰

儋州市排浦镇罗成村的一处广
场上，几棵大榕树枝干交错，成为村
中一景。在这几棵榕树旁边，是呈井
字形分布的村中水泥路。道路两旁
干净整洁，不见杂物、污水，更不见粪
便蚊虫。一间厕所和与它相连的沼
气池正在建设……这是记者近日在
罗成村看到的景象。

“4个月前，这里还乱堆着石头，
村里还有村民在散养家禽。”符树荣
是儋州市改善人居环境督查组成员，
他向记者讲述了他今年4月第一次
到罗成村督查时看到的情景。

罗成村这100多天的变化与镇
政府的一个举措分不开。据了解，
为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排浦镇政
府委托了一家物业公司，负责全镇
53个自然村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的清
洁。“仅这一项支出，就有280万元，
占到了我们镇全年预算支出的一
半。”排浦镇镇长许民告诉记者，“物

业公司聘请村民作保洁员，每个月
支付村民1800元工资。所以虽然
这项支出很大，但只要受益的是群
众，我们就舍得。”

和许多村子仅有二三百字的村
规民约不同，罗成村的村规民约近
2000字，内容十分具体。比如它规
定：不能在环村路旁风景树上栓牛；
挖宅基地，要缴押金，以免破坏全村
人居环境；不能将建筑材料堆放在环
村路上，生猪不准放养。

正是得益于村规民约的详细规
定和全体村民对村规民约的共同维
护，如今的罗成村已经看不到散养的
猪。“以前全村80多户都养猪，村规
民约有了规定后，大家都不散养
了。”村干部麦创明说。

“村子的变化很大，政府投入很
大，我们很愿意配合搞好环境卫生，
因为环境好了，最后受益的还是我们
自己。”正在村中运动场散步的村民
麦尧卿说。

（本报那大8月10日电）

营造良好人居环境

博鳌依法整治私搭乱建
本报嘉积8月1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里艺）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琼海市博鳌镇政府
获悉，为营造整洁优美、安全文明、管理有序的
居住环境，从8月6日起，博鳌镇对东屿安置区
内私自占用人行道、消防通道私搭乱建行为进
行统一清理整治。

据悉，博鳌镇这次将东屿安置区范围内占用
人行道、消防通道、公共用地和未经批准或未按
照批准规定建设的私搭乱建全部列入清理整治
范围。在统一清理整治行动前，博鳌镇组织镇村
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对安置区居民进行了
宣传动员，并于7月31日发出通告，要求整治范
围内的户主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由政府组
织相关部门依法对违法建（构）筑物进行拆除。

博鳌镇东屿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金雄科
介绍，后续将加快进度，边拆违边修复边平整，
为打造东屿村美丽乡村奠定坚实基础，为博鳌
镇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奠定基础，并以此为抓手
推动乡村振兴。

儋州罗成村：

村规民约“约”出洁净乡村

■ 见习记者 李豪杰

在儋州市白马井镇邦丰童宅村
附近的一片树林里，有一个深4米、
面积100多平方米的污水池臭气熏
天，存在安全隐患，村民多次投诉却
没有结果。

8月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
污水池连接着3个管道，水面上漂浮
着污物，池边堆着的垃圾发黑发臭，
蚊虫成群。污水池旁边就是进入邦
丰童宅村的道路，很远就能闻到池子
散发的臭味。

途经此处正要回家的一位村民告
诉记者：“这个池子很脏还很危险，有
一次，一个小孩跑到了污水池边上，差
点儿就掉进去了。”

记者了解到，污水池旁边是中
建三局的员工宿舍区，住着 1000
多人。2017 年，负责这个宿舍区
物业管理工作的武汉铁卫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在距离宿舍区不远
处挖了这个大坑。1000多人的生
活污水便通过管道排入这里。遇
到下大雨，污水水位上涨，还会漫
上路面。

从2017年底开始，就陆续有附
近村民到白马井镇政府或拨打
12345热线投诉。白马井镇政府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18年到
现在，已和武汉铁卫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沟通了5次，要求他们将污水池处
理掉，但至今都未解决。

“我们也多次要求他们整改，让
他们装三格化粪池，但始终没有装
上。”儋州市改善人居环境督查组工
作人员伍晓霞对记者说。记者了解

到，这已经是伍晓霞和她的同事们第
六次到这里来了。

“我们之前把池子抽干了，前几

天下大雨又成这样了，我们已经准备
修建化粪池了。”面对督查组和记者，
中建三局有关负责人这样说。

这个污水池何时能够处理掉？
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那大8月10日电）

儋州中建三局宿舍区：

污水池臭气熏天何时休？

◀上接A01版
老年人就是要用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对生
活，优雅地度过晚年。于是，我们在
2015年8月成立了老年模特队，让老人
们都‘美’起来！”

模特队成员张锦一度沮丧地觉得，
进了敬老院就变成了“等吃、等睡、等死”
的“三等”老人，但这里多姿多彩的生活
让她绽开了笑颜。“正像一句歌词唱的，

‘如今我们虽然已是风霜满面，而岁月留
下的却是七彩斑斓’。”张锦说。

如今，老人们在这里心情舒畅、生活
无忧。在原有医务室基础上，敬老院近
年来还与北京大学航天中心医院合作共
建国家医养结合示范养老院，开通了急
诊绿色通道，建立专家定期义诊、巡诊、
坐诊服务机制，并逐步同医院信息系统
实现终端对接。

“头疼脑热医务室就看了，去医院还
可以走绿色通道，真是方便多了。”张锦
乐呵呵地说。

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敬老院还建立了银龄书院，为千岁合唱
团、舞蹈队聘请了专业教师，《夕阳红》月
刊也进行了改版，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展
示才艺、学习交流平台。

【记者手记】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小事。
“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关系2亿多

老年人口特别是 4000 多万失能半失能
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也关系他们子女工
作生活，是涉及人民生活质量的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尽快
在养老院服务质量上有明显改善，从
2017 年初开始，民政部等 6 部门在全国
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拟
通过 4 年时间，实现养老院服务质量总
体水平显著提升。两年多来，专项行动
已在全国各地支持和督促养老机构持
续整治了36万处服务隐患，全国养老院
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得到有效遏制和
集中处置。

既要破解当下难题，更要形成长久
机制。近年来，《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
规章先后出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
规范》等国家标准也陆续公布，老年人在
机构养老享受到的服务，正朝着规范化、
标准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故事二】服务居家老人，
社区大有可为

炎炎盛夏，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凉爽宜人。86岁
高龄的社区居民刘建国和84岁的老伴，
几乎每天一早就会来这里“报到”。

“孩子在国外忙工作，一年才回来几
次。这里干净舒适，有丰富的午餐和专
业的护理人员，每月伙食费700元，午休
都有床铺，真是太贴心了。我们老两口
现在一待就是一天。”刘建国说。

2014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调研。他说，现在是老年社会，养老
服务工作越来越重要。并叮嘱工作人员

“好好干”。
在我国的养老服务格局中，社区养

老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很多地方推
行的“9064”养老服务格局中，90%的老
年人为居家养老、6%在社区养老、4%到
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这其中，社区还
发挥着为居家老人供餐、医疗保健等重
要职能。

过去几年，军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不仅扩大了服务面
积，还实现了24小时为社区老人服务。
2017年成立的托老所，配备5名专兼职
助老员，接纳60岁以上空巢、独居、孤寡
老人，提供多项服务，每天还安排医生免
费接诊。

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林丹
说：“为社区的老人服务是我们应尽的职
责，也是我们施展才干的平台。要通过
我们持续的努力，让这里成为老人们温
馨的‘自己家’，让老人感到所有工作人

员都是‘自家人’。”

【记者手记】

社区连着千万家，为老服务显关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心关怀下，我国在社区养老和开展社
区为老服务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
措，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着力满足绝大多数有需求的老年人在家
或社区享受养老服务的愿望。

到2018年底，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覆盖全部城镇社区和50%以上的农村
社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
本建立。

吃不愁、病不忧、孤不独、乐有伴，在
千千万万的社区为老服务场所，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开始安享“住在自家、活在社
区”的幸福晚年。

【故事三】服务多元化，社
会力量大

临近正午，兰州市城关区红山根东
路街边的一家虚拟养老院餐厅食客盈
门，其中有不少老年人。

这家名为鸿瑞园的虚拟养老院餐厅

每天接待200多位老人就餐，被称作“没
有围墙的养老院”。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曾
在这里详细了解虚拟养老院的运行情
况，还为这里的老年人端上热气腾腾的
饭菜，向他们拜年。

像往日一样，74岁的兰州市民邓惟
贤午饭时间来到了这里。进门、打卡、出
票，他熟练地完成操作，粉条、鱼块、土豆
丝、油麦菜、番茄炒蛋外加一份白米饭，
他只需付8元钱。

“多亏了总书记的关心，多亏了政府
的好政策，让我这个午饭没着落的老头
子沾了光。”邓惟贤退休在家，子女上班
白天无法照顾他，他就把这里当成了固
定的午餐食堂，“这儿环境好，卫生干净，
一年四季供应适合老年人口味的饭菜。”

2009年，兰州城关区创建由政府主
导、企业加盟、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虚拟
养老院，老年人通过客服电话说明需求，
指挥中心就会通过网络给就近的加盟企
业派单为老人服务，虚拟养老院根据对
各加盟企业的考核结果核拨政府补贴。

鸿瑞园虚拟养老院餐厅成为第一批
线下实体店。如今，这里除了为老人供
餐，还提供医养融合、日间照料、文化娱
乐、保健按摩等多项服务。一些老年人
组成古典艺术班，把这里当成了每天的

排练场所。
目前，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加盟企

业已有126家，为老服务项目扩展为生
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援助
四大类150余项服务，全区有12万余名
老人注册入院。

“从上街买菜到洗衣做饭，从打扫
卫生到按摩陪护，为老人们提供的一系
列个性化服务，满足了老年人居家养老
的需求，也解决了子女没时间没条件照
护老人的困扰。”城关区虚拟养老院院
长秦田田说。

【记者手记】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拓展服务能力，
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老年群体数
量庞大，老年人用品和服务需求巨大，老
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和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不断降
低制度性准入门槛，从规划建设、购买服
务、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补贴支持等方
面对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予以鼓励
和扶持，养老服务的供给和水平不断提
升。不久前出台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
发展的意见》，推出了 28 条具体政策举
措，打通“堵点”消除“痛点”，进一步推动
这项事业发展健全。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为了最美夕阳红

海口将加快出台
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推动管理工作规范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郭萃）海口市社会
文明大行动农贸市场专项整治现场
会近日在海口市市民游客中心召
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5月
起海口共查处农贸市场出摊占道
603处，整治机动车电动车乱停放
481处。下一步海口将尽快研究出
台《海口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推动
农贸市场管理工作向规范化、标准化
和制度化发展。

据介绍，5月以来，海口相关部
门对农贸市场的经营秩序和环境卫
生开展了集中整治。截至 7 月 26
日，共整治出摊出店占道经营 603
处，整治机动车、电动车、共享单车
乱停放481处，整治乱搭、乱挂、乱
堆放、乱设点摆摊872处，清理卫生
死角437处。

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农贸市场整
治工作仍然未走出“治理——反弹
——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各
市场的经营秩序和环境卫生均存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

海口市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目
前海口尚未出台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导致部分市场开办者的职责定位不
清，管理缺位，尚未发挥第一责任人作
用。各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尚未依
法界定清楚，出现“踢皮球”现象。

按照部署，下一步海口将加快
推进农贸市场管理制度化，尽快研
究出台《海口市农贸市场管理办
法》，推动农贸市场管理工作向规范
化、标准化和制度化发展；同时，将
农贸市场管理纳入诚信体系建设，
根据督查通报、媒体曝光、举报投诉
等情况，为农贸市场管理方建立不
文明行为诚信档案，并依照规定实
施奖惩。

万宁引入第三方
给村庄环境整治“打分”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吴小静）8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
相关部门获悉，为督促各镇（区）及有关单位全
面落实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村庄清洁行动任
务，万宁市政府委托海口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组织第三方考核，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据了解，第三方机构将对万宁13个镇（区）
的镇墟、行政村（居委会）及自然村（连队）进行考
核，考核实行100分量化评分制并按照《万宁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考核评分表》的规定
进行具体量分。将通过明察暗访、入户调查及查
阅台账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各镇（区）“三清
两改一建”实施的“八大行动”内容，每月各镇随
机抽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每个行政村（居委
会）随机抽取3个自然村（连队）进行考评。考评
后对各镇（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工作
效果进行量分考核排名形成报告进行反馈。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引入
第三方测评机构，可以排除考核过程中的干扰
现象，真正做到客观公正。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8月9日12时-8月1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9

9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1

20

1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面对白马井镇政府和儋州市改善
人居环境督查组的多次交涉，黑榜中的
企业和相关物业管理公司连续敷衍了
事，对这类置周边环境、群众健康、社会
责任于不顾的行为应当严肃追责。

海南的发展从来都是和生态环

境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是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的基础性工程。无论是什
么人来建设海南，都必须牢牢守住

“海南的生态环境不能变差”的红线。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随

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程的加
快，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驻海南，拓
荒起锚。我们当然欢迎每个新的海
南建设者，但他同时也应是海南人居
环境的维护者。因为美丽的海南，是
我们共同的家园。

儋州罗成村一角。 见习记者 李豪杰 摄

中建三局宿舍区污水池臭气熏天。 见习记者 李豪杰 摄

对拒不整改者应严肃追责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