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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乡益公村，卫生评比“红
黑榜”制度激励着村民主动投入到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

“以前我不太注意维护自己家门
前的卫生，一直认为我家脏别人也管
不了。现在我家卫生改善了不少，竟
然得到了表扬。”益公村村民符文利
说，过去由于爱护环境卫生意识不

强，他家门前的卫生特别差，经常上
黑榜。最近一段时间，经过村里广
播、电视夜校、乡村振兴工作队等方
面的宣传教育，符文利认真落实“门
前三包”，每天坚持打扫自家庭院卫
生，通过自身的努力，终于从黑榜除
名，上了红榜榜单。

当下，卫生评比“红黑榜”制度已

在东方多个行政村铺开，同时，各村庄
也都相应制定了村规民约，并在邻里
之间建立了环境卫生互助监督制度，
广泛实行环境卫生村民评议和“卫生
户”“文明户”“农村美丽庭院”“环境卫
生光荣榜”创建活动，树立起“讲卫生
光荣、不讲卫生可耻”的新风尚。

如今，东方已全面发动群众，在

广大农村形成了人人参与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氛围。通过村庄清洁行
动，使全市村庄村容村貌基本达到

“干净、卫生、整洁”，实现村庄环境明
显提升，文明村规民约普遍形成，长
效清洁机制逐步建立，打造生态、清
洁、宜居美丽乡村。

（本报八所10月14日电）

村规民约 让文明成风尚

东方市多举措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庄靓起来 日子美起来
平整干净的乡村道路、

整洁有序的村中民居、绿意
盎然的农家庭院……10月
11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东
方市感城镇公爱居，舒适养
眼的农村风貌呈现在眼前。

“谁能想到以前乱糟糟
的村子，经过整治之后能变
得这么美？”公爱居村民殷
明霞正在清扫自家房前屋
后的落叶，她家门前干净整
洁，没有随意堆放的杂物，
让人感到舒心惬意。

像公爱居这样由差到
美的村庄在东方市还有很
多。今年以来，东方市结合
“六大专项”整治、美丽乡村
建设、脱贫攻坚、文明创建
等工作，多举措积极稳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建设东方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

“村民的卫生习惯变好了，才有
了如今脱胎换骨的公爱居。”公爱居
党支部书记庄红东介绍，村民良好卫
生习惯的养成，得益于近年来对环境
卫生工作的常态化管理。公爱居在
整治乡村人居环境工作中，不光制定

村规民约，还建立卫生评比“红黑榜”
制度，让村民积极参与配合整治人居
环境，爱护家园、清洁家园，环卫意识
不断提高。

今年 3 月，东方市委、市政府
印发了《2019 年东方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以
“清洁村庄，美化家园”为主题，解
决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等突出
问题，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
效机制、建立健全乡村环境整治
规划体系，在全市大力开展清洁

农村生活垃圾、清理农村生活污
水、清理畜禽粪污及农业生产废
弃物、改造农村厕所、改造村庄道
路、建立长效机制“三清两改一
建”的村庄清洁行动，并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成效。

长效机制 让清洁成常态

天安乡长田村地处山区，过去经
济发展一直不够理想。近几年来，东
方市通过产业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
让长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长田村，村民不仅有了花
卉、百香果种植等支柱产业，在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中，合理规划、有序布

局，让长田村变成了花园般的村庄，
良好的人居环境让村民生活越来越
幸福。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东方市建立健全乡镇党委政府
负责、各相关部门依照职能分工协同
负责的村庄规划管理工作格局。同

时落实资金保障，集中用于美丽乡村
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拆除危旧房等
工作支出。

为了全面推动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取得成效，东方还加大投入，
完善农村公路、通村道路系统，加
快危桥加固改造、公路安保工程建

设与公路养护，推进行政村连通成
网工程、村内道路硬化建设、城乡
客运一体化建设，让农民出行更便
利。今年，东方计划完成135.35公
里农村硬化道路工程建设，村庄道
路硬化率达 95%以上，拓宽 28.71
公里农村道路。

经济发展 让村民更幸福

本报八所10月14日电（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0月14日从东
方市相关部门获悉，根据《东方市
2019年农村改厕实施方案》，今年，
东方市将从政策扶持、资金支持、技
术保障等多方面在全市范围内紧抓
农村改厕工作，计划投入改厕资金
5226万元，建设农村户厕5623户，建

设行政村公共厕所66座。
为了做好改厕工作的技术保

障工作，确保今年厕所建设达到标
准要求，东方市印发《关于要求尽
快开展农村改厕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乡镇、华侨经济区根据农村改
厕相关技术要求尽快开展改厕实
施工作，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年度改厕任务。
同时，东方市通过理论学习和现

场查看相结合的方式，让各乡镇分管
农村改厕领导、改厕专干、施工方熟
练掌握农村改厕技术规范和要求。

此外，东方市还通过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农村改厕宣传，举办2次全
市农村改厕培训班，共计培训约300

人次，制作220个3格化粪池建设模
具和1万份农村改厕宣传手册，使农
村改厕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让更多
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农村改厕这项工
作中来。

截至8月底，东方市今年已累计
完成农村户厕建设1652户，正在建
设户厕564户。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你看，我们村多干净，花多树也
多，像花园一样，住着很舒服。”10月
11日上午，在东方市新龙镇下通天村
的村民休闲广场，村里的几位老人坐
在大树下乘凉，对村子如今的面貌非
常满意。

干净整洁的环村路，整齐排列的
小洋房，瓜果飘香的庭院……诚如老
人们所言，下通天村的“高颜值”令人
心旷神怡。

就在3年前，由于基础设施较差、
村民生活习惯不良等原因，下通天村
出现了不少环境“脏乱差”问题：村中
道路泥泞难行，家禽家畜到处乱跑，生
活垃圾到处乱丢……

“走在村里都是异味，这样的环境

还怎么住人？”下通天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邢亚平当时就下定决心：
环境卫生一定要治理好！可村民的积
习并不好改，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整
治后，村里占用公共场所堆放杂物、随
手丢弃垃圾的情况仍然存在。

“要彻底改变，就要立下规矩。”邢
亚平带领村“两委”干部召集全体村民
开会讨论通过了《下通天村村民环境
卫生公约》，聘请了10名保洁员分别
负责村里不同路段的卫生。还安排党
员网格化分片管理卫生区，每周让村
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开展大扫除，号召
更多群众一起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细化了，卫生
情况也大幅改观。村民符贞章说：“干
净整洁的村庄感觉太好了！”这也是大
家共同的感受。从一开始被动整治环

境，到后来村民主动呵护家园，下通天
村的美丽蝶变开始了。

2016年，东方市投入近500万元
支持下通天村创建美丽乡村，硬化了
3公里多的村道、巷道，相继完成绿
化、美化、亮化工程。基础设施提升和
村庄治理“软硬兼施”，使得下通天村
大变样。2017年4月，东方市美丽乡
村“庭院整治”现场会在下通天村召
开，该村刷新村庄“颜值”的庭院景致、
环村公路、大理石巷道、地下排污系
统，成了东方在全市推广的先进经
验。同年，该村还获评海南省美丽乡
村和全国文明村镇。

村庄环境变美了，村民也铆足了
干劲发展生产。如今的下通天村，通
过自营或流转土地给外来企业经营，
共有虾塘、蟹塘800多亩，种植哈密瓜

900多亩。水产养殖、土地租金、务工
成了村民新鼓起的3个“钱袋子”。下

通天村真正做到了又富又美。
（本报八所10月14日电）

东方市新龙镇下通天村：

立规矩治卫生 小村庄高颜值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东方市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奋力开创热带滨海花园
城市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苏群）10月11
日，东方市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党课。东方市委主要负责人以“不忘初心再
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奋力开创热带滨海花园
城市建设新局面”为题，给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专
题授课。

专题党课提出，目前东方发展思路清晰、基础
坚实、优势凸显，广大党员干部精神状态、干事创
业的劲头在不断增强，建设美好新东方的强大正
能量正不断凝聚。

东方要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大背景下，依托八所港和未来的
东方机场的空港建设，充分发挥海港、空港以及东
方工业园区的基础优势，谋划航空产业、航空物
流、航空培训以及通航产业，延伸火龙果深加工等
农业产业链；依托海港空港优势，在临港产业园区
谋划布局石化产业和新材料产业；依托旅游资源
谋划现代服务业，谋篇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进产业与海港、空港和城市互动融合发展。

此外，东方还将聚焦干部作风、转型发展、重
点工作落后的差距，主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表示，东方市委将树立鲜
明的用人导向，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能
干事、想干事、会干事的人用起来。同时，通过严
惩各类腐败案件，重塑东方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推动东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热带滨
海花园城市建设新局面。

东方法院举行“法院开放日”活动，
百余干部旁听涉恶案件庭审

庭审现场变身普法课堂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黄少玲）10月

12日，东方法院举行扫黑除恶专题“法院开放日”
活动，联合东方市委政法委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乡镇干部等100余人旁听了谢某红、张某毅等
4人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
罪案件的庭审。

自2012年起，被告人谢某红为谋取非法利
益，在东方市发放高利借贷，并先后雇用了被告人
张某毅、吉某泰、符某哲进行非法讨债，收取高额
利息。2012年至2018年6月期间，每当借款人
不能按期偿还本息时，被告人谢某红便组织、指使
张某毅、吉某泰、符某哲通过殴打、限制人身自由、
强行入宅滋扰、贴身跟随、贴报喷字、威胁恐吓等
暴力或者软暴力方式非法索债，侵犯被害人的人
身、财产权利，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以被告人谢某红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据悉，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东方法
院严格落实上级党委、法院要求，对涉黑涉恶案件
快审、快结、快执，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
气焰。同时，加强扫黑除恶宣传引导工作，将庭审
现场变成“普法课堂”，通过庭审直播及媒体进行
宣传报道，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现场旁听
的各级干部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下一步，东方法院将继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从快从速办理涉黑涉恶案件，同步做好
普法宣传工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东方“三创”工作指挥部工作例会提出

通力合作确保各项整治
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杜剑芯）日前，
东方市“三创”工作指挥部召开第四次工作例会，
对下一步“三创”工作进行部署。

东方市“三创”工作指的是创建海南省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全省双拥模范城。会议要求，
各级部门相互协调配合，通力合作，结合正在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点抓好门前

“三包”、宾馆酒店禁烟检查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工作，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同时，要集中力量做好交通乱象整治与农贸
市场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以
更大的力度、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推动

“三创”工作向纵深开展。
此外，要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挂牌督办程序，

确保各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东方加快推进
全市11个拼装泳池建设
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

本报八所10月14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文东雅）海南日报记者10月14日从东方市教
育局获悉，在全市10个乡镇学校兴建的11个拼
装式游泳池正加快推进。泳池建成后，乡镇学校
学生不出校门便能进行游泳运动。

截至目前，东方市第二中学、天安中心学校、
江边中心学校等3所学校的拼装式游泳池已建设
完成，其中第二中学游泳池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东方市板桥中学、东河中学等学校的游泳池正在
加紧推进工程建设。

据了解，东方今年总共投入2894.93万元，在
全市10个乡镇内开展了11个拼装游泳池的建设
工作，总建筑面积达8500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
已完成投资1736.4万元，完成总工程量的60%。

东方持续推动
农村住房“持证”建设
规范城乡建设秩序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高洁
冰）近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工作人员在感城镇凤停村，首次集中
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让当地33
位村民建房有了合法的“出生证”。

今年以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加大农房报建工作宣传，对向村级以
及镇级申请房屋报建的农户给予免费
上门测绘等服务，在乡村开发边界范围
内，满足建设条件的即可允许建设并核
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同时，持续
强力推进农村村民住宅违建专项整治，
全面遏制村民超高建设和抢建的势头。

接下来，东方将全力做好违建拆迁
和发证工作，鼓励其他乡镇符合条件的
民宅积极申报，引导村民合法建房，进
一步规范、简化农村村民住宅报建手
续，引导村民合法设计、合法施工。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C级危房改造户、低
保户、五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2017年之前
建设的危房改造户（含2017年）厕所建设资金
由市财政支出，每户建设预算造价为 1.1万元

今年计划投入5226万元建设农村户厕5623户

东方高效扎实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东方市农村改厕补助标准

行政村
公厕总造价
为每座20万
元

危房改造要与改
厕建设相结合（不含
C级危房），每户建设
预算造价为6700元

整村推进扶贫
村庄改厕由政府兜
底建设，每户建设
预算资金 1.1万元

一般户厕
所由农户自建，
每户补助资金
为3200元

乡村候车亭
方便村民出行

近日，在东方市大田镇马龙
村，具有黎村特色的乡村候车亭
成为公路边上的一道风景。

近年来，马龙村以打造“宜
居乡村”为目标，致力挖掘黎乡
特色文化，积极拓展新农村致富
之路，着力改善村民居住环境和
出行条件，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进程，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大幅
提高。目前，马龙村持续加大村
庄的绿化、美化力度，力争建设
成为山清水秀的乡村旅游景点。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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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新龙镇下通天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