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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红榜

黑榜

■ 本报记者 袁宇

“现在想快点建完装修，春节前
入住，以后就再也不用和其他人共
用厕所了。”8月31日，在万宁市万
城镇益民村，村民朱文巧指着自家
即将建成的2层小楼房高兴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新楼房里上下两层
都有厕所，“以后在家上厕所也不用
抢了。”

益民村是万宁市农村改厕工作
整村推进村，朱文巧家是益民村今年
52户厕改户中的一户。目前，益民
村52户厕改户家的无害化卫生厕所
已全部开建，其中20多户已经建成。

朱文巧的新房未建成前，他和2
个弟弟的家庭共同居住在祖宅里。

“我们三兄弟家庭合起来有14口人，

祖宅只有1间厕所，上厕所要排队。”
朱文巧说，妻子、女儿连换衣服都得
挑特定时间段，“家里没人的时候才
行，非常不方便。”

海南日报记者在朱文巧的新房
看到，他家使用的是一种水泥预制化
粪池，3个圆柱水泥圈组成三级化粪
池，池底再使用水泥进行防渗处理。

“很实惠，整个三级化粪池的安装仅
花费1000多元。”朱文巧说。

在益民村，新建楼房的村民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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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朱深宁说，如今村民的新房里，
厕所式样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抽水马
桶、淋浴头、三级化粪池一样都不少，

“大家还在三级化粪池上预留了管

道，以后接入污水处理管网，把厕液
统一收集处理。”

村民朱文杰前后建过6次房，只
有最后这次建的楼房才建了厕所。

“以前不建厕所，一是想省钱，二是有
村里的公厕可以用。但现在小孩都
长大了，家里没有厕所确实很不方
便，必须要建厕所，而且要建无害化
卫生厕所。”朱文杰说。

如今的益民村正在建设美丽乡
村。益民村党支部书记朱远鹏介绍，
不仅村民家要建无害化卫生厕所，同
时也强化了对村里公厕的管理，配备
了专门的管理员，管理员平时也负责
清洁公厕。

据介绍，为推动“厕所革命”，益
民村首先从改厕入户调查抓起，由一
名村委干部配一名村民小组长组成

入户调查组，进入村民家里实地察
看。“按照无需求、改建、新建这三类
进行登记，其中不符合要求的我们要
求他必须改造，一共确定了52户厕
改户。今年底将顺利完成整村推进
村摘帽。”朱远鹏说。

益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
斌说，益民村村民以外出务工为主，
村民思想比较开放，对改厕工作也很
支持，“有一些家里使用二级化粪池
的原本认为不用改，我们上门去讲，
说‘有污染地下水的风险’，他们马上
就同意改造成三级化粪池。益民村
的村民都希望居住环境能变更好，希
望自己的生活水平能有提升。”

在做好村民思想工作的同时，益
民村还制定村规民约，还结合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通过爱国卫生日、世

界厕所日等主题活动，广泛发动村
民，营造讲健康讲文明的卫生氛围。

朱远鹏表示，益民村当前已完成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选址，即将
开工建设，“这个项目建成后，村内将
再也见不到污水横流现象。我们还
将借助美丽乡村建设，美化村容村
貌，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并发展特色
休闲农业，增加村民收入。”

万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万城镇正在大力推进2019年改
厕任务，要完成600户农村户厕进行
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与改造，将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狠抓落实。同时加大
力度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大整治活动，
营造整洁优质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美丽乡村。

（本报万城9月1日电）

万宁市万城镇益民村今年将完成整村改厕任务

村民方便更“方便”美丽乡村更宜居

■ 本报记者 袁宇

女厕大门紧锁，男厕内多个厕所
设施损坏，4个厕间仅有一个能正常
使用，公厕内也没有见到管理人员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1日9时
许在万宁市大茂镇大联村委会办公
室旁的公共厕所内见到的一幕。

该公厕建在124乡道旁，距离大
茂镇镇墟约600米，所处路段人车流

量较为密集，道旁还建有公共厕所指
示牌，方便群众。但是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公厕时发现，公厕外堆放着一些
建材杂物，公厕旁大联村委会新办公
大楼正在施工。女厕大门紧锁，仅有
男厕开放。

步入公厕内的男厕，不大的空间
内放置着2个大水桶，水桶内盛放着
水，方便人们使用过后舀水冲厕所。
厕所内的地面上有一些污渍，小便池

部分冲水龙头损坏。4个厕间中有3
个厕间出现损坏现象，这3个厕间的
蹲便器损坏严重，蹲便器底部破碎，
漏出黑色的地面以及深深的管道。
仅有1个使用坐便器的厕间能够正
常使用。

当海南日报记者尝试寻找公厕管
理员时却发现，公厕外间的管理员间已
成为杂物堆放间，堆放着一些塑料椅、
桌等杂物，并没有管理人员值班。

一名在旁边工地上做工的女工
说，她这几天都没有见到公厕的管理
人员，也不见女厕开放，“上厕所都是
挑没有人的时候进男厕，很不方便。”

在大联村委会办公室，一名前来办
事的村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个公厕
现在很少有村里人会用，只有一些过路
人，或瓜菜上市时的瓜菜收购商会使用。

随后，海南日报记者与大联村委
会相关负责人联系。该负责人称，该

公厕自建成后就一直由村委会兼顾
管理，并没有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
今年冬季瓜菜上市时，不少瓜菜收购
商使用公厕，村委会也临时配备了管
理人员，关闭女厕也是为了维护公厕
的环境卫生。

该负责人还表示，公厕已损坏有
好几个月，由于村委会不清楚到哪里
申报维修，因此一直没有处理。

（本报万城9月1日电）

万宁市大茂镇大联村：

公共厕所设施损坏、无人管理

广告

招聘电话：66810857（冯女士）

岗位名称

物业主管

收费/行政
助理

岗位要求

1、熟悉《物业管理条例》及小区物业管理流程；
2、掌握小区水电智能化应用技术及物业类收费流程；
3、熟悉房屋出租管理、房屋维护及安全等工作；
4、熟悉新小区前期物业接管及设备设施维护保养；
5、协助单位完成其它工作。

1、严格遵守中心及部门各项规章制度要求；
2、负责物业费用收缴、发票开具及与物业收费相关的各
项信息资料统计；
3、熟练操作物业收费软件，按时完成每月物业管理费等
各项费用的工作；
4、负责部门开展财务和小区行政相关工作。

条件要求
1、年龄25~35岁，性别男女不限；
2、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3、具有三年以上物业工作经验、有较强的行政及物业管理经验；
4、持有《全国物业管理从业人员岗位证书》者优先考虑；
5、有较强的物业业务能力及客户沟通能力；
6、身体健康，无慢性疾病及先天性疾病；
7、廉洁自律。
1、年龄22~35岁，性别男女不限；
2、财务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3、具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4、熟练常用办公软件操作；
5、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6、具备文档、档案等行政事务管理能力；
7、身体健康，无慢性疾病及先天性疾病；
8、廉洁自律。

招 聘
因工作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勤保障中心现诚聘以下岗位人员：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确认，由我公司对以

下涉案罚没物品按整体（先整体无人竞买，后分项）现状进行第二次
公开拍卖。其中：手机261个，电动车8辆，摩托车2辆，干扰器2个，
电瓶1个，传真机10台，电脑主机29台，显示器28台。整体参考价人
民币：44506元(分项参考价详见清单)，竞买保证金：20000元。

1、拍卖时间：2019年9月12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本公
司拍卖大厅。3、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19年
9月10日16:00止，以款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19年9月11日17:00止。5、标的说明：
拍卖成交后，办理过户所需缴纳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委托
法院不做办证或过户的任何承诺，因标的物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
不能或者延迟办理办证或过户手续等后果，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有意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
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账号：2111000104000194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琼苑广场支行。缴款用途如代缴须注
明代某某缴款。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
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网址：www.typm.com
法院监督电话：6591719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伊泰天骄住宅
小区（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伊泰天骄住宅小区（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五路12号，
属《海口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0602地块范围，项目于2017年
6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以下内容：一、取消原东门出
入口的门卫用房，西侧出入口门卫用房位置由大门南侧调整至北侧；
二、调整4#楼物业用房位置，变更为两间，面积调整为48.26m2，项目
物业用房总面积相应调整为182m2；4#楼商业面积调整为1296.65m2，
项目商业总面积相应调整为2620.66m2；调整后地上建筑面积不变。
经审查，方案变更建筑面积、各项规划指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19年9月2日至9月1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
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日

■ 见习记者 李豪杰 特约记者 李珂

“我们花了不到3万元，基本解
决了村里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儋州
市大成镇推赛村广好村民小组组长
唐金辉高兴地说道。

9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到广好村
村民唐以玲家，看到他家门口有一个
容积为0.5立方米的水泥沉砂池。这
个沉砂池通过管道与附近5户村民的
排水池连通，在管道两端还装置了两
个过滤筛。生活污水过滤后流入沉砂
池，在沉砂池将固体污物沉淀，通过消
毒剂对污水消毒，完成一级处理，再经
沟渠流入林地，进入生态系统循环。
这就是广好村人的“新创造”。

“这个办法最大的特点是贴近实
际，经济有效。”推赛村党支部书记符

毅隆给海南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我
们建了4个沉砂池，不到5000元；买塑
料管道花了1万多元；再加上水泥等材
料，总共加起来不超过3万元。”

污水分类 解难题新思路

唐以玲家位于广好村地势较低
处。他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沉砂
池给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带来的改
变。“以前水流到路面上，脏东西常常
被冲到家门口。现在污水经过过滤
后，顺着排水沟流走了，再也没有难
闻的气味了。”

“如果把冲厕所的污水也排入沉
砂池，会不会太脏了？”面对海南日报
记者的提问，符毅隆讲述了广好村的
另一个好思路。

“不只垃圾可以分类，污水也可
以分类呀！”符毅隆说，“我们把厕所
污水和普通生活污水分开，粪便及污
水进入化粪池，生活污水进入沉砂
池。这样既不会让化粪池因为排入
太多生活污水而很快溢满，又不会让
沉砂池由于冲入粪便而变得很脏。”

符毅隆的说法得到了儋州市改
善人居环境督查队队长胡永周的赞
同。胡永周常常到各村督查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他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很
多村子都“谈水色变”。生活污水问题
长期不能很好解决的原因，正在于人
们常常考虑把所有的污水放在一起解
决。这样就让人觉得建化粪池有点
小，建排污管道又耗资太大，没有人敢
去碰污水这个“老大难”问题。

目前，广好村厕改率已达到

92.9%。每个厕所旁边建设的化粪
池正和新建的沉砂池一起，成为广好
村污水最好的“消化道”。

村民自觉 好习惯促文明

“设施有了，下一步就是要好好
利用起来。”大成镇镇长黄玉荣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各村把村民不乱排
污水和定期清洁沉砂池沉淀的污物
写入村规民约，目的就是要形成改善
人居环境的村民自觉。”

黄玉荣说：“人居环境整治的主
力军是我们的群众。怎么把1元花出
10元的效果，那就是要通过政府投入
带动村民参与，让村民切身感受到什
么方便、什么不方便，村民就会支持。”

村民唐大慧说出了大部分村民

们的心声：“政府帮我们建这些，还给
补贴，我们也定了村规，要做爱干净、
讲文明的人，给咱村里人争光呀！”

“看到村民文明意识的提高，我感
觉我们做对了！”黄玉荣感慨地说。

在广好村的带动下，周边村子也
开始建设沉砂池。目前，儋州市大成
镇已有22个自然村采用了沉砂池办
法来处理生活污水。沉砂池越来越
成为处理生活污水的常规操作。

“从未见过如此干净的‘污水’！”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听到的赞
叹。依村中小路而建的排水渠不时
有清水流过，让人联想起古人“流觞
曲水”的风雅。一个文明美丽的广好
村，正向人们展示着我省农村人居环
境的新变化。

（本报那大9月1日电）

儋州广好村运用沉砂池处理生活污水

“小投入”解决“大问题”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实行
班轮化运营首日平稳有序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 实习生祝
志忠）“昨晚从徐闻海安港坐客滚轮来海口，还晚
了一个多小时，今天从海口港回徐闻，船都能准点
发班了。”9月1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面实行班
轮化首日，在海口新海港码头，正等待上船的大货
车司机吴和千对这一新政策非常期待。

作为经常穿梭于琼州海峡的货车司机，吴和
千和他的同行们对客滚船的通行效率颇有微词，

“大货车相对于小汽车过海峡要更麻烦，我们经常
要等4个小时以上，晚点是家常便饭。”

长期以来，琼粤两省间的琼州海峡运输组织
模式比较粗放，实行的是“大轮班”模式，主要特点
是滚动发班与定点发班同时执行，6家航运主体
49艘船舶根据到港顺序进行排班装载，成为琼州
海峡通行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为进一步提升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服务质量，日
前，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广东、广西、海南等
三省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琼州海峡客滚运输
班轮化运营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
要求建立“定码头、定班期、定船舶”的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班轮化运营模式，并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谢焕
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从9月1日起，该公司管理
的海口秀英港和新海港都严格按照《方案》中的“定
码头、定班期、定船舶”模式发班，“以前旅客订票时
并不知道自己具体要上哪条船，上了船后也不清楚
具体停靠哪个码头，要听对岸调度安排，而改变运
营模式后，这些信息订票时就清清楚楚了。”

为推动班轮化顺利实施，广东、广西、海南等
三省（区）港航企业还共同研发了“琼州海峡联网
售票服务信息系统”，并已上线试运营。

据悉，实行“定码头、定班期、定船舶”模式后，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的发班频率得以大幅度提高，
1日当天，秀英港、新海港按计划要定点发送客滚
船51个班次，而此前只有26个班次。

我省围绕十二个重点产业培养技能劳动者

三年将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李磊）海南日报
记者9月1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全面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海
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2019年至2021年，我省将围绕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三大产业类型、十
个重点领域、十二个重点产业的发展需要，面向城
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全面提升劳
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三年
里，将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以
上，其中 2019 年培训 10 万人次以上，力争到
2021年底，全省新增技能劳动者7.5万人以上，其
中新增高技能人才2.25万人以上。

《方案》提出，三年里，我省将加大贫困家庭
成员、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就业
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力度。通过
发放岗位技能培训补贴、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
制等方式，大力支持企业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培
训。对企业组织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
相应证书的，给予相应补贴。通过给予职工急需
紧缺技能人才补助、给予企业引才奖励等方式，
重点支持自贸区自贸港三大产业类型、十个重点
领域、十二个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引进与
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