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陈海冰A04 综合

■■■■■ ■■■■■ ■■■■■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红榜

黑榜
临高新盈镇昆社村：

厕所入户推进困难 公厕粪污直排入海

临高调楼镇博贤村：

村民用上新厕所 面子里子都兼顾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10月20日，说起临高县调楼镇
博贤村的改厕工作，该村村干部王智
孙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去年村里改
厕圆满完成了21户，户户厕所都按
标准建设，整个建设流程都有图片记
录，资料整理得清清楚楚。

“我们村80%的农户都建有厕所
了，而且家家建得达标，许多家还建
得特别漂亮。”王智孙说。“剩下的43
户，我们也正在按计划推进。”博贤村
推进厕所改建的经验是把整个村庄
分成6片，由村“两委”干部分片包户
负责做思想动员工作。

从村委会办公室出来，王智孙
带着海南日报记者参观村里农户的

厕所。第一户是村民王雄才家，他
家的老瓦房墙体是石头砌的，有30
多年了。在老瓦房的后面，矗立着
今年6月才建成的一栋崭新的卫生
间，分成两部分，一间是专门的洗澡
间，挂着热水器，一间是设有冲水马
桶的厕所。

“你按一下，水冲得干净得很。”
王雄才说，建卫生间花了1.6万元，

“这个钱花得值，我们的日子过得舒
服了。以后孩子们春节回家住着也
方便了。”

随后，海南日报记者参观了王雄
才的邻居王林丰家。王林丰家的房
子也是30多年的老房子了，院子有
猪圈，却闻不到一点臭味，院子里水
泥地板冲洗得干干净净。厕所就建

在院子墙角，有八九平方米，里外都
贴着瓷砖，冲水马桶刷得雪白，旁边
放着有盖的垃圾桶和马桶刷。

漫步博贤村，但见这个传统农
业村庄规划纵横有序，瓦房排落齐
整，巷道干净，环境和美，一座座漂
亮户厕点缀村庄，显现出文明的新
貌来。博贤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泽兴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村

“两委”干部从2012年就采取分片
包干的方式打理村庄环境整治等事
务，发动干部捐款，带领群众将村里
坑洼地方填平，还想方设法大种椰
子树、小叶榄等风景树，村干部与村
民齐心协力美化乡村，才有了今天
的村庄美丽风貌。

（本报临城10月20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10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
驶入临高县新盈镇昆社村，映入眼帘
的首先是一片海天景色，昆社村左前
方就是入海口，远望烟波浩渺；右边海
水延伸进来形成一道狭长的海域，数
十艘小渔船停靠在岸边，一派渔家风
光。这片海域还是临高每年端午节举
办龙舟赛的地方。

可是这样一个充满风情的渔村，
该村干部当下正为一件事苦恼：如何
完成建厕所任务？

“我们村还有48户坚决不肯建厕
所，我们下去一户一户地做思想工作，
但推进很困难。渔民一是反映造价高
补贴低，二是渔业村地紧缺，巷道窄，
没地建，按标准建三级化粪池有困
难。”昆社村村干部林小仙说，昆社村
是渔业村，有1067户5329人，村里有

1019户建有厕所，但70%是不达标的
二级化粪池厕所。

“我们村巷道窄，很多地方三轮
车过不了，电动车勉强通行，所以建
厕所运输材料很困难。”林小仙说。

林小仙骑着电动车载着海南日
报记者拐进村民黄文先的家，她家的
房子已经有20多年了，在里屋有一
个两面墙夹起来的三角形区域，不到
2平方米，就是她家的卫生间，只有
一个蹲坑，只能小便。黄文先的儿媳
妇说：“太不方便了，大便只能去1公
里以外的公厕。”

其实黄文先家的院子里还有空
地可以建厕所，“缺钱，建不了。”她
说。临高今年普通户建厕所，补贴资
金为每个厕所1600元。村民认为这
个补助标准比较低。

据该村村干部反映，大部分村民
都是在村里的公厕解决大小便。但

公厕的排泄物直排入海，海水退潮
后，臭不可言，影响环境。

“村里建公厕，使用率会很高，因
为多数村民家里的厕所是二级化粪
池，村民怕堵，宁愿上公厕解决问题。”
新盈镇危改办工作人员黄明祥说。

据悉，临高县的农村污水管网
建设2018年首先从人口众多的新
盈镇开始，污水管网将会覆盖到昆
社村的主干道，村民可以自行连接
污水管网。这样就可以解决村民家
里厕所的排污问题，也可以解决公
厕的排污问题，但镇村干部仍然顾
虑重重：村民是否愿意从家里开挖
管道，连接污水管网呢？又是否愿
意承担费用？公厕建设的费用又从
哪里来？建了之后谁来维护管理？

伴随着污水管网进村，昆社村村
干部仍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

（本报临城10月20日电）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搬砖、拌灰、砌墙……10月
16日，文昌市潭牛镇新溪村村民庄
光梓家正在忙着修建厕所，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据悉，为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文昌市加快推进无害化厕所改
造，今年1月-8月已完成4000座农
户无害化厕所改造任务。

为鼓励农户加快无害化厕所改
造，文昌将对有能力自行改厕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特困户、残疾对

象户等四类重点对象，按每户“4000
元+玻璃钢化粪池”的标准进行补
助；对无能力自行改厕的四类重点对
象，按照“五有厕屋+玻璃钢化粪池”
基本型建设标准，由政府进行兜底建
设；一般农户按每户3200元的标准
进行改厕补助，如确实存在困难，也

可另外申请玻璃钢化粪池，由所在镇
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批准；此
外，对已改不达标实施再改造的农
户，可根据成本核算适当给予补助。

接下来，文昌将启动对不达标
化粪池的防渗防漏改造、加快污水
收集管网铺设和村庄终端渗漏化粪

池改造工作。与此同时，将统筹建
设一批农村公用厕所，在已建化粪
池改造率低、无法普及新建户用厕
所的村庄，建设公用厕所，并加快建
立农村厕所建设和管护长效机制，
提高粪污利用率。

与此同时，文昌还将实施“整

村推进”以奖代补政策，鼓励和支
持以行政村为单位整村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示范建设，坚持“整村
推进、分类示范、先建后验、以奖代
补”的原则，力争到 2019 年底，每
个镇至少要完成1个“整村推进”示
范村建设。

本报三亚10月20日电（记者
徐慧玲 易宗平）三亚积极推进农
村厕所改造，多举措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海南日报记者10月20日从
三亚市有关部门获悉，日前该市印
发了《三亚市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半年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到2020年3月底前，
将高质量完成至少2612座农户无
害化厕所改造任务，全市农村改厕
工作实行政府全额补助，每户 1.6
万元。

同时，三亚将加快建立农村厕所
的建设和管护长效机制，加快提升粪

污利用率。鼓励采用绿色、环保、节
能等新技术、新材料改厕，积极推广
装配式建筑，在具备条件的村庄开展
试点工作。

根据《方案》，三亚农村改厕工作
实行政府全额补助，原则上补助标准
按现有标准执行，即每户1.6万元；对

于没有厕屋需要新建的农户，鼓励村
民自行建设，按照“先建后验、以奖代
补”的原则进行奖励。三亚各区、育
才生态区可根据区域、实施难度等实
际进行调整。

此外，三亚还将加快农村安
全饮水和用水工程建设，确保农

村冲水厕所有充足的水量冲厕；完
成 241 个自然村配套的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和29982座化粪池改造。
到 2020 年 3 月底前，三亚将对有
条件接入污水管网的卫生厕所全
部接入污水管网，集中收集处理
农村污水。

文昌今年前8个月完成厕改4000座

三亚农户改造厕所可获1.6万元补助

博贤村农户厕所按标准建设，美观大方实用。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昆社村的公厕直排入海，污染环境，且厕所无屋顶，也没人管理。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三亚举行亚沙会吉祥物
专家评审会

本报三亚10月20日电（记者欧英才）10月
20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
三亚亚沙会）吉祥物专家评审会在三亚举行，来自
艺术、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评审吉
祥物应征作品。

此次三亚亚沙会的吉祥物征集，要求吉祥物
结合全球性、民族性、艺术性、创新性等多种要
素，体现三亚作为亚沙会主办城市的历史人文和
创新活力。同时，吉祥物须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适用于各类领域、媒介、形式和技术的呈现、传
播和再创作。

据悉，亚沙会组委会于2019年7月19日起
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三亚亚沙会吉祥物，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此次吉祥物的应征作品
多，整体的专业设计水平较高，经过吉祥物初评评
审程序，共有33件方案作品符合评审规则的规定
条件，进入复评评审阶段。

亚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亚沙委执行副主
任、三亚市副市长周俊表示，吉祥物是一届运动
会重要的形象载体和赛事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届运动会都精心打造独具特色的吉祥物，以便
使其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三亚将甄选出最别具
一格的吉祥物，向全世界展现亚沙会和三亚独有
的魅力。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专家学者汇聚文昌
畅谈通识教育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10月18日至19日，
“通识教育卓越教学与品质提升”学术报告会在
文昌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通识教育建设
与模式创新、通识“金课”打造与推广、通识课
运行与管理、混合式通识课程建设等主题进行
分享交流，以期强化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
核心作用。

通识教育，是一种高等教育的模式或理念，泛
指对大学生进行的非职业性教育，目的在于培养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
的国家公民。

会上，来自汕头大学的教务处处长蔡映辉作
题为《通识教育金课建设的顶层设计》的报告；超
星集团副总经理李阳阳以《校企合作通识教育实
践探索》为题分享心得；此外，上海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顾晓英、海南大学社科
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副教授贾冬阳等专家亦
发表精彩演讲。

活动由海南省教育厅高教处主办，省高等教
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海南大学联合承办，超星
集团协办。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19日12时-10月2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轻度污染

良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39

28

2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54

48

2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走出教室去探索
外面的课堂很精彩

10月19日，在海南农垦博物馆，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一年级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解海
南农垦的发展历史。

据了解，这是该校开展以“快乐成长，小脚丫课程”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也是学校打造的特色课程。通过
家长陪伴孩子参观、体验和感受的实践活动，来提高亲子相处质量，打造和谐书香家庭。同时也让孩子走出传统
的课堂，在实践活动中快乐学习，丰富孩子的业余生活，拓宽孩子的成长轨迹。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我省举办学生
“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
将遴选优胜选手组队赴京参加总决赛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陈蔚林）10月
19日至20日，第四届海南省学生“学宪法 讲宪
法”比赛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举行。

据了解，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四
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的通知》，我
省在今年的5月至12月期间开展“学宪法 讲宪
法”系列活动。此次的比赛是该系列活动的重要
一环。

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承办，分为知识竞赛与演讲比赛两个环节。我
省各市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积极
参与，共有来自全省19个市县的170余名参赛选
手参加比赛。

根据比赛结果，我省还将遴选代表，组队参加
12月初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
总决赛。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三亚站265家企业
提供千余个岗位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10月 19
日，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活动三亚专场招聘会在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举行。

据了解，此次进场招聘的265家
企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教育、市场
营销、旅游、餐饮、人事行政等1000余
个不同类别的工作岗位，招聘人数
6268 人，当天达成求职意向 1100
个。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创业咨询”

“就业指导”等区域，提供职业技能、政
策法规等咨询服务，方便求职者了解
更多的就业信息。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上海迪士尼、华侨城、深圳桑博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三亚·亚特兰蒂斯等一
批知名企业参加了本次招聘活动。该
校2020届毕业生有4700余人，在此次
招聘会上，我省十二个重点产业相关企
业吸引了不少求职者的关注。同时，在
该校外省生源毕业生中，意愿留在海南
工作的人数较往年有所增加。

本次招聘会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三亚市
工商联（总商会）、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联合举办。

琼海将推行绿色殡葬
本报嘉积10月2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里艺）10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
相关部门了解到，琼海市将在全市推行绿色殡葬
行动，并启动市级公益性公墓建设，规划镇级公
益性公墓。

据了解，琼海市将大力推进殡葬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推进殡葬陋习改
革。将通过完善“市、镇、村”三级工作联动机制，
加速推行绿色殡葬，并通过启动市级公益性公墓
建设前期工作，加快推进中原镇静仙园升级改造
项目建设，完善殡葬设施。

下一步，琼海市还将大力推进镇级公益性公
墓选址和用地规划调整，实现全市公益公墓全覆
盖的工作目标，并建立生态安葬奖补制度，进一步
鼓励群众移风易俗。

目前，琼海现有经营性公墓1个，镇级公益性
公墓1个，10亩以上大型集中安葬点43个。群众
丧葬观念正发生积极转变，文明祭祀风气正在逐
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