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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乐来村
曾经是海口有名的文明生态村。
但是8月30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该村见到的一幕，不禁让人有些
痛心。

除了村民休闲广场上到处是垃
圾之外，建在广场旁边的一座旅游厕
所已经被旁边树枝掩盖。海南日报
记者围绕广场走了两圈，硬是没有找
到，最后在一村民的带领下才看见
它。这个被弃置多年的厕所外立面
已布满了黑色污渍，3个厕所门中，
一个已经打不开了。打开另外两个
门后，发现里面蹲位已经被翻转过
来，完全不能使用。

“这个厕所很久没有用了，但不
知道为什么没有拆除。”村民张奇功
说，现在村里来了游客，一般都到村
民家中借厕所用。有些游客在问询
后，村民会指引他们到广场后面另外
一个厕所，但这个厕所同样无法正常
使用。

该厕所建在一条村道旁边，紧
挨着一片荔枝林，砖瓦结构，内外墙
壁只是简单地涂抹了水泥，屋顶则
用泥瓦加盖而成。男厕内一共有两
个旱厕蹲位，并没有小便池。厕所
内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水池，一个
小塑料桶摆放在上面，方便人们使
用过后舀水冲厕所。

女厕内同样脏乱不堪。女厕跟
男厕一样都没有大门，女厕入口已经

被一棵番石榴树挡住，进出需要弓着
腰。比男厕更糟糕的是，女厕的两个
蹲位上堆满了使用过的纸巾，足足有
30厘米高，散发着阵阵恶臭。男女
厕所内均是水泥地板，水池内水一直
往地上流，导致地板上长满了青苔，
一不小心就要摔跤。

“村里人从来不用这个厕所，有
些游客内急没办法才会用。”张奇功
说，上级部门来村里检查时，村委会
会派人打扫一下。

随后，记者跟乐来村委会相关
负责人取得联系。该负责人称，广
场旁边的厕所从2007年起就无法
使用，村委会也没有派专人打扫和
维护。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你看，我家的厕所跟城里人家
的厕所没区别吧！”8月30日下午，在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红旗村本立村
民小组，50多岁的曾广华指着自家
的厕所骄傲地说。共有87户村民的
本立村，如今家家户户都建有无公害
化卫生厕所。

曾广华家房子是一栋3层的楼
房，建在本立村民小组休闲大广场旁
边，再往前则是一个湖泊。如今的本

立村已经发展成红色文化旅游文明
生态村。近两年来，村里游客越来越
多，曾广华看准这一商机，将一楼改
建成了咖啡屋。“不管游客有多少，我
家的厕所都是干干净净的。”曾广华
说，为了确保卫生，他每天要打扫厕
所三四遍。

在本立村，干净的厕所不止曾广
华一家，新盖楼房的村民家，不仅楼
下有干净卫生的厕所，楼上、主卧内
也同样设有厕所。“我们生活水平提
高了，生活方式也要改变。”曾广华

说，如今村民新建的房子里面，厕所
式样完全现代化了，抽水马桶、淋浴
头、三格净化化粪池一样都不少。海
南日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即使少部
分未盖楼房的村民家，也同样在房子
旁边建设了无公害化卫生厕所，式样
跟新盖楼房的村民家的完全一样。

据红旗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张清松介绍，为推动本立村民小组

“厕所革命”，该村小组除制定村规
民约，还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
的建设，推动厕所粪污排放纳入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改造村
里的湿地公园，改善人居环境，美化
村庄。同时通过爱国卫生日、世界
厕所日、全球洗手日等主题活动，广
泛发动群众，培养健康文明的厕所
文化。

如今，本立村在党员带动和群众
支持下，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建设，并完成村内的湿地公园改造
工作，生活污水不再横流在村道上。
随着环境越来越优美、空气越来越清
新，村民发展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如

今，本立村正通过发展特色休闲农
业，大力推进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
增加村民收入。

琼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琼山区正在大力推进2019年改
厕任务，对全区4323户未完成改厕
的农户倒排工期，严格把握时间节
点，狠抓落实，力争2020年1月完成
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100%。同
时加大力度开展村庄清洁大扫除活
动，营造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建设
美丽乡村。（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本立村：

家家户户建无害化卫生厕所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乐来村：

公共厕所里脏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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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海南日报记者8月
30日从省住建厅获悉，省住建厅积
极贯彻落实全省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暨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半年攻坚动
员大会精神，成立农村“厕所革命”推
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召集、
协调部署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半年
攻坚战各项工作。

相关调研发现，目前农民自建配
套资金压力较大，建成的卫生厕所多
数粪污也没有得到资源化有效利用。

省住建厅根据调研实际情况，近日组
织人员到省外考察调研玻璃钢、注塑
等新型材料一体成型化粪池生产厂家

工艺流程，以降低厕所建设成本。
省住建厅还将举办农村农户无

害化卫生厕所现场观摩会。此外，该

厅正组织技术力量编制农村厕所改
造方案，即将印发《海南省农村户用
厕所建设方案图集》。

省住建厅：

积极推进农村无害化改厕

乐来村村道旁的厕所。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 （记者徐慧玲 李艳
玫）8月30日，2019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总
决赛开幕式在三亚启迪冰雪体育中心举行。来自
北京、上海等地20个俱乐部的154名运动员参
赛，将在4天的赛程里，进行男单、女单、双人滑、
队列滑和冰舞5个项目的角逐。

此次入围总决赛的花滑选手们来自全国各
地，他们先后在呼伦贝尔、深圳、成都、青岛、吉林
进行了5个分站赛的角逐。根据成年组、青年组
和少年高龄组的积分排名，各组别获得单人滑积
分前6名、双人滑前4名、冰舞前5名、队列滑前3
名的选手进入总决赛。在成年组男单项目上，张
鹤、王一和田桐赫分别排在前三名。男单青年组
的前三名是陈昱东、刘慕桐和方帅。

据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秘书长李莉介绍，中国
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是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于
2018年推出的全新赛事，打破此前锦标赛、冠军
赛、大奖赛的固有竞赛体制，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的需求。

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
总决赛在三亚开幕

8月30日，2019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总
决赛在三亚启迪冰雪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选手在冰面上展示技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万宁兴隆咖啡品牌文化
推广中心入驻重庆成都

本报万城8月3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振
玮）海南日报记者8月30日从万宁兴隆咖啡行业协
会获悉，兴隆咖啡行业协会与成都熊猫咖啡馆、重
庆尚颖咖啡生活体验馆合作，在两咖啡馆打造兴
隆咖啡品牌文化推广中心，推广兴隆咖啡品牌。

万宁兴隆咖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春光介绍，
协会从2018年开始就致力于在广州、中山、桂林、
厦门、北京、上海、宁波、杭州、无锡、青岛、成都等
国内主要咖啡消费城市和旅游城市，选择合作伙
伴建立兴隆咖啡品牌文化推广中心。目前广州、
中山等城市的兴隆咖啡品牌文化推广中心已成
立，下一步将完成上海、北京的兴隆咖啡品牌文化
推广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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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尤
梦瑜）好书读完一遍就“封箱”太浪
费？政府买单让书籍阅读率更高。8
月30日，2019“你读书，我买单”活动
媒体通报会在省图书馆举行。据介
绍，2019“你读书，我买单”活动将于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全省举行。
活动期间，只要持有海南本地居民身
份证或海南社保卡，并在加入该活动
的全省任一公共图书馆办理过有效
读者证的读者，可通过线上线下进行

选书，阅读完毕后归还至约定图书馆
即可。

据悉，符合资格的读者可到全省
各市县指定的新华书店现场选书，也
可通过微信线上选书，快递送书上
门。每位读者可选100元以内的新
书，册数不限，所选图书须于60天内
归还至约定图书馆，即选书时个人选
择的归还图书馆且本人需拥有该馆
读者证。

线上选书需关注“书香海南”微
信公众号，进入“你读书，我买单”活
动后进行“读者认证”，选择还书馆，
输入身份证等信息进行校验，认证

通过后即可进入选书页面参加活
动。没有公立图书馆正式读者证的
参与者可前往图书馆办理正式读者
证，也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或书店柜
台办理该活动的临时读者证。读者
欲了解活动详情可关注“书香海南”
微信公众号。

相较于2018年的“你读书，我买
单”活动，今年的活动范围覆盖更广，
全省19个市县公立图书馆均参加活
动。此外，今年的活动因开通专门的线
上平台让读者选书过程更加便利。

“这个活动让全省广大群众化身
为图书馆的采购者，参与到图书采购

中，满足自身阅读需求的同时，让图书
馆馆藏得到有效补充，从而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实现文化均等化。”省
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你读书，
我买单”活动，我省还开展了相关阅
读推广活动，助力全民阅读推广。
参与读者可参加“阅读之星”书评大

“晒”，将配图的百字内书评上传系
统，经审核后发起投票，在规定时间
内，主办方会根据投票量排名，每月
前十名“阅读之星”可获得新华书店
购书卡。

该活动是海南省委、省政府2019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之一，旨在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同时结合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十三五”
发展规划》，践行“统筹规划、群众点
单、政府买单”的服务模式，推动海南
全民阅读活动深入持续开展，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为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营造浓厚
文化氛围。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各市县宣传
部、旅文局协办，全省公共图书馆承
办，省图书馆具体执行。

“你读书，我买单”活动邀您免费看书

符合资格的读者每人享100元选书配额
海南选手毕焜
获东京奥运会帆板赛入场券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8月30
日，2019帆船世界杯日本站比赛临近尾声，代表
国家队出战的海南选手毕焜已经提前一轮获得了
日本站男子帆板RS：X级比赛的冠军，为中国队
提前获得一张东京奥运会入场券。这也是海南队
选手获得的第一张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30日，海南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运动
员高盼参加在无锡举行的2019年跆拳道世界杯
比赛获得团体锦标赛混双第一名，并获得东京奥
运会表演赛资格。

今年24岁的毕焜去年入选第十八届亚运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在2018年雅加达亚
运会帆船帆板比赛男子帆板RS：X比赛中，毕
焜帮助中国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三连冠。

高盼是国内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后起
之秀，去年，她代表国家队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夺得
了铜牌。

每月适量增加普通小客车
增量指标
◀上接A01版

落实汽车进口政策，加强进口销售管理。充分
发挥海口港整车进口口岸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
作用，大力推动海口港进口符合国家进口标准（含“国
五”）的新轻型汽车。但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登
记的新轻型汽车需达到国家第六阶段排放标准。

推动二手车交易便利化，促进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加快建设二手小客车交易周转指标管理信
息系统，实现二手车交易信息部门共享，认真落实
二手小客车交易周转指标管理过渡期间管理措
施。对已备案登记且未在2019年7月31日前完
成转移登记的存量二手车，可以延期至2020年7
月31日按照原有方式办理，以促进二手车行业规
范有序健康发展。

抓好配套服务，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
严格落实《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海南省
清洁能源汽车推广2019年行动计划》各项工作，加
快构建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良好生态。加快
探索电池租赁、车电分离等消费方式，降低购车成
本。加快推进2019年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督促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完善省内售后服务配套
设施，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

◀上接A01版
还离不开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进
一步开拓。

海口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鞠春梅
介绍，海南充分发挥石化产业基础和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理优势，不
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
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
东南亚地区贸易呈现快速增长。

今年前7月，海南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195.9亿元，增
长23.3%，较同期全国对沿线国家进
出口增速快13.1个百分点。其中，对
东盟进出口151.5亿元，增长62.1%，
快于全国50.8个百分点。

此外，新外贸主体出现，是今年前
7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增长的另一新
亮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绩
的企业共494家，较 1-5月新增 28
家。”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分析指出，

我省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开展对外贸
易，国有企业增长突出。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7月，
以国投国际贸易（海南）有限公司、海
南国贸有限公司、海南华盛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
技有限公司、海南飓胜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5家新外贸主
体，拉动同期海南外贸增长8.7个百
分点，对同期海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20%。

添彩：免税等消费带动，
开放平台作用更加突出

“这款克洛伊的包包原价 1 万
多，现在有折扣和优惠券，我花约
6000元就买到手了。”8月29日晚，

在海口市日月广场的免税店，外地游
客张女士正站在柜台前刷卡买单，她
一只手在单据上签名，另一只手则拎
着两大袋“战利品”。虽已接近打烊
时间，但该免税店内仍有不少正在选
购和付款的顾客。

免税商店中这一“丁财两旺”现
象，得到了海口海关数据统计的印证。

据介绍，今年1-7月，共有213.2
万人次在海南提离离岛免税品1007
万件、涉及金额 74亿元，分别增长
29.6%、28.4%和26.4%。

同时，随着海南平行进口汽车政
策的落地实施，今年前7月海南进口
汽车成倍增长。受此拉动，1-7月海
南 进 口 消 费 品 92.9 亿 元 ，增 长
14.6%，快于全国消费品进口增速7.7
个百分点。

“自《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下发以来，‘进口汽车保税存储、展示’

‘跨境网购进口商品保税展示’等支持
海口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措
施先后落地，开放平台对推动外贸发
展作用更加突出。”鞠春梅说。

推动：优化我省外贸结
构，让外贸稳中提质

相比增速的起伏，我省外贸结
构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加快更值得
关注。

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
海南存在外贸市场主体薄弱，中小企
业发展缓慢；进出口商品结构单一，新
增长点尚未成势等短板，要想办法“扩

大企业面、做大产品谱”，从而减少对
单一行业、单一企业、单一产品的依
赖，促进外贸稳增长。

推进外贸稳中提质，加快提升贸
易便利化水平是重要着力点之一。

鞠春梅介绍，随着“单一窗口”等
贸易便利措施的不断完善，目前海南
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得到大幅度压缩，
并逐步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今年
前7月的相关情况来看，海南口岸出
口整体通关时间较 2017 年压缩了
95.8%，领先于全国水平；进口整体
通关时间较 2017 年压缩了 64.5%，
下半年以来已连续两个月快于全国
平均水平。

据介绍，我省相关部门将继续推
动有关外贸稳增长措施机制化、长效
化，以切实优化我省外贸结构，加快动
力转换，推进外贸稳中提质，要“增
量”，更要“质量”。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海南外贸：扩增量 提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