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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双创”刷新城市靓丽颜值，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内外兼修打造宜居宜业新万城

A10

2019年12月25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苏庆明 美编：陈海冰

■ 本报记者 袁宇

“以后不养虾了，养虾破坏环
境。”12月20日，在万宁市万城镇
周家庄村，今年60多岁的林石雄
站立在万宁的内海——小海边，
看着大型挖掘机将自家建在小海
边的虾塘拆除。这是设立在海域
禁养区内的虾塘，按照规定予以
清除。

“以前不懂，禁养区内是不
能设虾塘的。”林石雄说，“这些
年小海的鱼虾少了。我们现在
才知道是虾塘破坏了环境。所
以我们肯定要配合政府拆除虾
塘，恢复生态。”

和林石雄一样的村民，在周家
庄村还有很多。周家庄村党支部
书记夏可平介绍，以前村民们的环
保意识不强，也没有意识到在禁养
区内设置虾塘给小海带来的破坏
性后果，“后来在镇委、镇政府的指
导下，我们针对性加大宣传力度，
组织人员到每家每户去宣传，让村
民明白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取得了
他们的支持。”

夏可平说，也正因为村民们看
到小海生态的恶化，对大家生活带
来影响，因此退塘还湿工作得到了
村民们的支持。“而且周家庄村下
一步要借助武术名村品牌发展乡
村旅游，小海生态关系全体村民未
来的发展，大家对保护它的热情特
别高。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完
成全村的退塘任务。”

小海系统性生态治理也是万
宁市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今
年以来，万宁市持续发动小海周边
村庄的基层党员，带领群众清理小
海水面漂浮物、岸上垃圾，并对生
活用水和农田灌溉水进行监管，维
护小海生态。

同时，万宁市全面实施小海退
塘还湿工作，其中涉及退塘总面积
约9889亩，其中作为主城区的万
城镇涉及退塘面积2173.8亩。

“截至目前，万城镇全部虾塘
养殖户已经签订了退塘协议书，其
中周家庄村、集庄村已经启动拆除
工作。”万城镇党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镇正加紧推动退塘还湿
工作，对于能够通过拆除恢复生态
的立即启动拆除，对于不能通过拆
除恢复生态的，先拆除虾塘的功能
设施，使其无法继续养殖，“对于这
一部分的虾塘，后期还将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方案专门进行平复，
尽可能恢复小海生态。”

此外，在退塘还湿工作中，万
城镇党委、镇政府还组织农业技术
人员到小海周边村庄进行考察，计
划在这些村庄发展海水稻、海鸭养
殖等产业，指导农民将退塘的补偿
款用于转产转业，通过让群众乐
业，切实保护好小海生态。

（本报万城12月24日电）

万宁扎实推进小海退塘还湿

护好生态
护住前景

■ 本报记者 袁宇

12月下旬的一天，晚风徐徐，拂
过万宁市万城镇健康主题公园，令正
在公园内跳舞的万宁人刘晓倍感舒
适。自今年7月健康主题公园开放后，
她每天晚上都约上朋友一起来跳舞。

“以前万城的公园特别少。现在
既有人民公园，又有健康主题公园，还
有一个更大的体育广场正在建设，以后
我们的文体生活会更丰富。”跳舞的间
隙，刘晓喜滋滋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越来越多的公园，是今年来万宁
市区喜人变化的一部分。一座座公
园建成开放，一条条城市道路修补拓
宽，一个个社区干净整洁……今年6
月份以来，万宁市委、市政府在全市
强力推动国家卫生城市与省级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在“双创”中不断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功能，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作为“双创”主战场
的万城镇在这场城市治理攻坚战中
改善明显。

城市更靓，生活更舒适

“现在的万城，已经基本上见不到卫生
死角了，老鼠、苍蝇都少了。”12月20日，吃
过晚饭后，家住万城镇老街的梁秀慧又像
往常一样，搬出椅子坐在家门口乘凉。最
近这两个月，她和她周边的街坊邻居都养
成了饭后在家门口乘凉的习惯。“街道每天
都有人打扫得干干净净，也没有人乱停乱
放，门前乘凉大家聊聊天，日子特别舒适。”
梁秀慧说。

梁秀慧和街坊邻居生活方式的改变，
源于“双创”带来的宜居环境。“万城作为

‘双创’主阵地，通过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
机制，把‘双创’工作落实到每一条街道、每
一个小区。”万宁市委常委、万城镇党委书
记沈春强介绍，万宁市把建成区划成了19
个大网格点，其中万城镇就占17个，“每个
大网格点又划分出若干个小网格点，通过
层层衔接，确保全镇环境有效改善。”

数据显示，万城镇今年来组织清理了
1105处卫生死角，并投入1500万元修复了
60条黄土道路，绿化、硬化黄土裸露面积超
过3万平方米。“坑坑洼洼的道路都得到了
修复，出行很便利。”家住万城的许世文说。

建设宜居人居环境并不仅局限在城
区。万城镇还在全镇33个村、农场设立了
335个小网格点，并给每个小网格点配备1
名保洁员，为每个村配备1辆垃圾清运车，
并强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确保垃圾日
产日清、卫生环境整洁，全方位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

“以前这片地是垃圾堆，现在是我们散
步的小天地。”家住万城镇东星村的陈光川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双创”工作开展以后，
人居环境改善太多了，“‘双创’带来的变化
实实在在，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全村人都支
持‘双创’。”

万城镇更靓丽的同时，交通环境、市场
秩序等也越来越好。“以前乱停乱放很严
重，来买菜别说停车，走进去都难。现在一
辆乱停放的车都没有。”近日，在万宁市第
二农贸市场，前来买菜的市民张悦说。

“市场、城乡结合部等都是‘双创’的薄
弱环节，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万城镇镇
长陈擎宇说，在“双创”中，该镇联合相关职
能部门下重拳整治，对各类乱象坚决取缔，
并保持常态化整治，“现在占道经营、市区
内散养家禽、违建等现象明显减少，市民幸
福感明显提高。”

万城镇志愿者在街头
协助开展交通疏导。

儿童在万城镇公园里玩耍。

万城镇万隆社区居民
享受整洁的卫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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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城区靓丽有序。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吴鹏 摄

环境更优，发展潜力大

“万宁这两年变化很大，各方面条件提升
明显，也让企业的投资信心更足。”计划在万
城城区投资15亿元建设综合大市场项目的海
南道亨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民说，企业
看好万宁的潜力，“目前项目正紧锣密鼓建设
中，建成后将能为上万人提供就业岗位。”

事实上，“双创”就是万宁扫清发展绊脚
石的“扫帚”。作为万宁主城区的万城镇，是
万宁形象的窗口。在“双创”中，万宁市委、
市政府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让城市实现
市容市貌大变样的同时，迎来营商环境大改
善，以此吸引外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民生
改善。

“我们严格落实全天候网格化巡查机制，
对违法建筑、非法采砂、烟熏槟榔、秸秆焚烧
等问题零容忍，发现一起整治一起。”万城镇
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同时，万城镇政府切实
做好小海和老爷海周边水产养殖池塘退出，
恢复小海及老爷海生态，“生态恢复后，也将
支撑周边的下一步发展。”

为了推动镇域经济社会发展，万城镇党
委物色了一批致富本领强、工作能力强的优
秀党员入村工作，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
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集庄村东山羊
养殖、长星村鳗鱼养殖、红光村西瓜种植等产
业目前都已经形成品牌，有力带动了村民脱
贫致富。

在一批优质产业的带动下，万城镇今年
顺利完成了134户399人的脱贫，加入合作社
或以其他形式与合作社合作的贫困户达到
906户3344人，年度分红金额达153.04万元。

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镇域经济发
展带来更多机遇。“当前万城镇正大力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做大做强乡村旅游。”陈擎宇介
绍，万城镇已经推出了溪边村、永范村等具有
一定名气的美丽乡村，“今年镇里又投入1452
万元建设乌场、集庄、益民、东方、东星等5个
美丽乡村。这5个美丽乡村建成后，将串联起
万城的美丽乡村，形成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
线路。”

此外，为了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万城镇
委、镇政府将大力开展创建“平安镇”活动，通
过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排查调处矛
盾纠纷，着力开展“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有力维护社会稳定，
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在万城兴业。

（本报万城12月24日电）

抓好整治，党员做表率

群众对优美宜居、干净整洁环境的满心
期待，是万宁“双创”的强大原动力。

“群众的期待，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万城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全力推进

“双创”工作，打造万城新形象，全镇领导干
部以及各网格点干部全员上阵，早晚上街巡
查，带头清理街道垃圾，督促店铺落实“门前
三包”，“通过干部带头，带动群众参与。每
天2次巡查已成常态。”

党员干部上街头，党徽熠熠亮形象。万
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双创”就是万宁市
委锤炼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坚持领导干部带
头抓，树立党员表率形象。

今年7月底，万宁市委在全市开展“守初
心、强基层”专题活动，通过市领导带头，以
上率下，推动全市党员干部转变作风，真抓
实干，以作风大转变，促发展环境大提升。

早上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的2个小时，
是陈擎宇的“双创”巡查时间。有时为了赶
时间，他甚至没有时间坐下来吃早餐，往往
买个面包边走边吃。“上至市委、市政府领
导，下至基层社区党员干部，都有自己的网
格责任区。必须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他说，
党员干部上街有效地推动“双创”，“像家禽
放养、道路破损等很多问题在一线就得到了
解决。”

良好的工作作风也延续到其他重点工
作。在农村违建巡查巡控工作中，万城镇
委、镇政府转变思路，从简化审批手续、提高
办事效率与优化服务态度等方面出发，进一
步缩短报建时间，不断增强群众建房报建意
识，有效遏制违建增量。

在推进重点项目工作中，万城镇政府集
中力量，突出重点，通过镇领导主动上门协
调，多次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帮助村民切实
解决未来生活、就业问题，赢得了村民的支
持，也推动搁置长达4年的东山河上游河堤
改造项目72亩征地清表任务顺利完成。

更多变化将在万城发生。“目前规划的4
条市政道路正加紧施工，竣工后将大大改善
万城交通状况。”陈擎宇表示，同时还将按照
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把项目建设作为镇
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抓手，通过发挥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加快太阳河旧河道整治、省级
储备地、纵三路、环市二东路（A期）、望海大
道延伸段、体育广场等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
工作，促进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