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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 韩慧

清死角、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两个多月以来，人们为抗击
疫情自觉加强防护，卫生意识不断
增强，文明素养日渐提升。在此基
础上，我省紧抓契机，广泛开展“爱
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
康大行动，动员全省上下从我做起、
积极开展卫生大清理，有利于巩固
抗疫成果，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卫
生健康素养，形成文明卫生的全民

自觉。大行动的开展可谓恰逢其
时、意义重大。

健康，是幸福的前提。常言道，
环境卫生无小事。垃圾乱堆、杂物
乱放等卫生问题，看似事小，实则直
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不仅会导致
病菌传播，危害公共健康，甚至还会
破坏人居环境，损害地方形象，必须
高度重视、坚决予以清除。尤其是，
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进一步暴露
出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更加凸显
出卫生健康的重要性。在全省范围

及时开展卫生健康大行动，既是铲
除病媒滋生土壤、守护公共健康的
重要举措，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
美丽家园、打造海南健康岛的基本
要求，迫切需要我们每个人积极参
与进来。

卫生整治，人人有责。呵护卫
生健康，是一项系统工作，即便是一
个小角落的卫生问题，也会对整个
环境造成破坏。基于此，卫生健康
大行动，需要全社会每个人、每个群
体的积极响应、主动参与。我们要

深刻认识卫生健康大行动的必要
性、重要性，从我做起，积极参与到
活动中来，既要扫好自家“门前雪”，
也要提升公共意识，守护公共场所
的卫生、清洁，齐心协力打造美好人
居环境。

活动开展，贵在坚持。卫生顽
疾多具顽固性、易复发，这就要求卫
生整治必须久久为功、一抓到底。
当前，大行动正在深入开展，在家
庭、单位、社区、村庄、学校、企业等
场所，人们热情高涨，纷纷行动起

来，逐渐形成环境卫生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我们要保持好这一良好
势头，协调好大行动与日常工作的
关系，将卫生整治深入开展下去，避
免在推行中变了形、走了样，落入形
式主义窠臼。

我们当从疫情应对中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将卫生健康的好习惯、好
理念保持下去，不断提升自身的卫
生素养，以实际行动建设美丽家园，
让优良的卫生健康环境成为美好新
海南的靓丽名片。

涵养文明卫生的全民自觉一线快评

本报讯 你扫地、我擦窗；你倒
垃圾，我清死角……3 月 28 日，我
省各部门各市县积极开展“爱国、
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
大行动（以下简称“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全力做好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和新时期爱国卫生
工作，引导市民群众保持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营造“全民动员、全民
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改
善人居环境卫生。

28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
近百个省直机关单位、3000多名党
员干部职工开展办公环境“大清扫、
大消毒”集中整治活动，在办公区、
职工生活区开展卫生环境大清扫，
清理积沉垃圾，消除卫生死角，消杀

“四害”。
在此之前，省委直属机关工委要

求省直机关各单位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公共
卫生环境集中整治、卫生健康志愿服

务活动，建立卫生健康常态化教育活
动机制、乡村卫生环境共建共治机
制、办公室卫生检查评比机制等长效
机制，不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职工树
立卫生健康理念，提升文明机关水
平，为创建海南健康岛、应对疫情防
控贡献机关力量。

当天，省国资委班子成员带领
机关干部深入海口汽车东站场站、
路边公共场所等地开展卫生大扫
除、大清理，对站前广场、候车大
厅、进出站口、维修车间等区域，边
清扫边消毒；对机关办公楼办公区
进行卫生清理整治。19家省属国
有企业同时也开展了卫生大扫除
活动。省国资委领导、机关党员干
部，各企业职工约1000余人参加此
次活动。

琼海通过开展“周六卫生大扫
除”活动，迅速掀起“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高潮。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充分发动广大市民群众

积极参与，齐心协力共建幸福美丽家
园。琼海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别
深入嘉积镇各社区，与机关干部和群
众一道开展卫生大扫除。除了细心
清扫街面上的枯枝落叶，仔细清理景
观带中的纸屑等杂物，在活动中，有
关干部还督促企业落实“门前三包”，
对一些“藏”在路边角落里的塑料袋、
饮料瓶等垃圾进行清理，提升环境净
化美化水平。

在临高县，该县四套班子成员、
社区干部和群众手执扫帚深入临城
糖厂宿舍区等街区，清理落叶和垃
圾，并清运垃圾，以整治老旧社区“脏
乱差”问题。临高县直各单位、省驻
县单位干部职工在包点街道及社区
清扫垃圾，清理“牛皮藓”，疏通水沟，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当天临高
全县共发动干部职工、群众3万多人
参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推动全
县城乡环境卫生大整治，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质量。

拿起扫帚、簸箕、铁铲，清理各大
街道、小巷的垃圾、杂草以及电线杆
上的小广告，集中清运垃圾，不放过
任何卫生死角……定安县四套班子
成员带领各机关干部职工、志愿服
务队和青年志愿者等，深入主要街
区开展环境大扫除，活动现场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经过大家
共同努力，整个城区焕然一新。接
下来，定安将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推
进“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提升群
众健康水平、生活品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

全面筑牢疫情防控的卫生屏障，
建设“洁齐美”的城乡人居环境。陵
水黎族自治县通过“清脏、治乱”，掀
起全民“四爱”热潮，巩固“双创”成
果。在陵水县城中心大道延长段，该
县四套班子领导与椰林镇干部群众
一道对路面杂草杂物和卫生死角进
行全面清理。该县各乡镇、各单位纷
纷响应号召，同步组织了镇、村（社

区）党员群众、干部职工到各自辖区、
“双创”包点片区开展卫生大扫除。3
月28日上午，陵水共出动党员干部、
社区群众、镇村保洁员约6600余人，
全面清除卫生死角和680余吨积存
垃圾。

为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四套班子成员带领各单
位、乡镇、居的党员干部职工，到各自
单位的责任区、所在辖区开展卫生大
扫除活动。保亭各机关单位职工干
部对县城28个责任区内的大街小
巷、老旧院落、小区、工地、绿化带等
区域进行大扫除。同时各乡镇、居组
织干部职工、各村干部、乡村振兴工
作队员、村民对农村村道（边沟）、庭
院、河道沟渠等区域的积存垃圾、杂
草、杂物、小广告等进行清理。保亭
共组织3000多人参与此次活动，清
理城区卫生死角28处，畅通下水道
90余条。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部门各市县深入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卫生

共建清洁家园 共享健康生活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除了表面的杂草、塑料袋，大家
也要把一些沟沟坎坎里面的垃圾清
理干净，不要有遗漏。”3月28日上午
9时许，在海口美兰区白龙北路与长
堤路交叉路口西南侧的一处卫生死
角，来自海口市委，美兰区委、区政府
以及白沙街道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正
顶着烈日清扫垃圾。

该地块系政府储备用地，因位于
主干道与居民小区之间的夹块地带，
未纳入环卫清扫保洁范围，里边杂草
丛生，堆积了很多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当天，党员干部和群众手拿铁铲、
锄头、耙子等劳动工具，仔细对场地内

堆积的石头、杂草等进行集中清理。
吴福兴是白沙街道的一名基层

干部，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活动现
场，他干得十分卖力，清理砖头、搬运
建筑垃圾等重活都抢着干。不到半
个小时，汗水就浸透了他的上衣。

“我当过兵，身体好，有力气，这点
活不算什么。”吴福兴说，他亲眼见证
了“双创”对海口城市面貌的显著改
变。这两年，但凡有爱国卫生志愿服
务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干净舒适的
卫生环境能让每个人都受益。无论是
海口的党员干部、还是市民群众，大家
都有义务和责任把‘双创’成果保持
下去，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周围的居

民也都积极参与到环境卫生大整治行
动来。现场，年轻小伙冯锦龙和两位
志愿者正蹲在地上清理杂草。园林
工人拿锄草机将杂草割掉后，三人就
赶紧上前，用手把杂草一点点装进垃
圾袋，最后全部倒入压缩车内。

“我就住在这附近的长堤明珠小
区。周末休息，听说家门口有清理卫
生的志愿服务活动，我就报了名。”冯
锦龙笑着说，参加爱国卫生运动，不
仅能改善环境卫生，还能锻炼身体、
出汗减肥，一举多得。

经过3个多小时的打扫，这个卫
生死角的卫生环境焕然一新。“我们
不仅要把这块空地的卫生打扫干
净，还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活动场

所或者街心公园。”白沙街道工委书
记韩春畴表示，这块空地有1000多
平方米，已经闲置10多年。每年街
道都要组织人员集中清理三四次，
但过不了几个月，杂草又长了出
来。同时，空地附近有一个安置房
小区，里面住了800多户居民。大
家经常向街道反映，附近没有锻炼
场所，“所以，我们决定把这块空地
整理出来，打造成一个便民利民的
场所，让周围的百姓获益。”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在全省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
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的工作要
求，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和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3月 28

日，海口全市共有5.6万余名党员干
部群众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开展环境
卫生大整治行动，为营造干净、整洁
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海口社会文
明大行动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口要求各级各部门动员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四爱”环境
卫生大扫除活动。抓好责任落实，建
立完善长效机制，实现常态化制度
化。强化统筹协同，形成有效合力，
确保各项工作科学有序顺利推进。
加强宣传引导，不断增强群众的主人
翁意识和文明卫生意识，为创建海南
健康岛积极贡献力量，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海口5.6万余人周末上街义务清扫，为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清理咱的家 方便咱大家

3月28日，琼海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街头打扫卫生。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3月28日，共青团海口市委组织机关干部职工以及青年志愿者深入海甸街道海达社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义务劳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28日上午，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组织志愿者，在洋浦三都
区南滩村新基村民小组参加“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广泛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特许新药经审批后
可带离园区使用
◀上接A01版
制定患者出院带药方案及应急预案，经省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审批，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后，患者可
将仅供自用、少量的口服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带离
先行区，带离先行区的药品为患者已获批的临床
急需进口药品。

省药监局局长贾宁表示，《暂行办法》有2个
明显特点，一是患者必须承诺临床急需进口药品
仅供自用，并应当配合监管和监测工作，二是对每
一位患者实行“一药一策”，根据不同的药品、不同
的临床需要，采取不同的带药方案，“将通过加强
培训、互联网指导用药、驻地医疗机构联动等方
式，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截至今年3月27日，先行区已有63批64个品
种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获准进口，已用于285名
患者。贾宁认为，《暂行办法》实施后，将吸引更多
患者前来乐城先行区就医用药，带动临床急需药品
用量上的增长，让更多的患者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这些重大利好政策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先行
区实现医疗技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三
同步’。”顾刚说，这2项重大突破，是海南自贸港
建设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体现了国家药监局、省
委省政府对先行区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先行区将
用好用活这些政策，加快打造医疗领域开放新高
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海南公安今年开展
34个专项打击行动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3月28日，全省公
安局长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提出，全省公安机关
要以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主线，以创建
全国最安全地区为目标，全面推进防控重大风险、
创新体制机制、打造智慧警务、筑牢基层基础、重构
防控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公安铁军各项重点
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会议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以扫黑除恶“清零
攻坚战役”系统行动为牵引，部署开展公安部和省
公安厅确定的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等34个专项打击行动，全力夺取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决定性胜利，全力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
会战开局之战，全力遏制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
确保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要确保不发生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完成“三年攻坚战”道路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下降8%的既定目标任务。

我省部署初三高三开学疫情防控工作

务必责任到人
落实到人监管到人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陈蔚林）3月28日
上午，我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2020年春季学期
学校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和培训。
会议指出，4月7日，我省高三、初三年级即将开学，
届时将有近20万名学生重返校园，各市县各有关部
门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疫情防控的“大考”。

副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王路
在会上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开学工作，
对开学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也对此作出了慎重考虑。对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省有关部门要负起主管责任，各市县要负起主体责
任，各学校要负起具体责任，各乡镇也要在其职责范
围内负起相关责任，务必做到疫情防控责任到人、落
实到人、监管到人。对防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
实、不担当，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省教育厅负责人介绍，为规范开学准备工作，
省教育厅已会同省卫健委等部门制定印发了高
三、初三年级的开学方案、应急预案、验收标准等
7个重要文件，并要求各地各校结合本地情况，

“一地一策”“一校一案”制定“两案十制”。省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要求，各市县卫健委要认真指导各
学校做好制定方案、定岗定责、健康监测、疫情报
告、人员管控、环境整治、通风消毒、健康宣教、心
理疏导、物资储备等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和可能发
生的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省纪委省
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和省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已经启动了开学工作专项督导和明察
暗访，对不担当不作为、作风漂浮、落实不力、失职
渎职的干部将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海南上市公司
提高质量行动启动
31家上市公司跨屏签署倡议书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冼少云）日前，海南证监局、海南上市公司协会依
托全景网举办“海南上市公司提高质量行动”线上
启动仪式，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具体实践为推
动海南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启动仪式上，海南上市公司协会发起倡议并
指出，提高海南上市公司质量要在加强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的优化和管控、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与
管理、聚焦和深耕实业、充分发挥再融资功能和有
效防控债务风险、促进规范运作、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等6个方面下功夫。海南31家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积极响应，跨屏远程签署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