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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陵水大力清脏治乱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城乡洁净了 环境美丽了 生活方便了

利用周末时间整治环境卫生

全民共行动 告别“脏乱差”
本报金江4月11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除草、消毒、清扫落叶……4月11日上
午，在澄迈县委县政府办公区，澄迈县四套班子成
员利用周末时间带头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整治
办公场所内外环境。

经过2个多小时的打扫，环境焕然一新。“今
天不仅要搞好办公楼外的环境卫生，还要做好办
公室内档案和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从身边小事做
起，带动全县干部群众每周六持续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使这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澄迈县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从4月开始，澄迈县结合我省关于开
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
动的相关要求，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全民清洁日、
周末大扫除”活动，该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学
校的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保持办公
场所、厂房、教室、宿舍、食堂整洁卫生，助力复工
复产复学。同时，该县加大对老旧小区、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等重点部位的治理力度，全面梳理整
治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清理卫生死角。

与此同时，澄迈强化对农贸市场、商店、流动
摊贩的监管，全面整治农贸市场设施陈旧、卫生状
况较差、活禽宰杀销售设置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在
农村加快推进“厕所革命”，集中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引导村民从整治庭院环境卫生做起，每周打扫
村道等公共区域。

每周五开展卫生大扫除

整治常态促洁净“长态”
本报保城4月11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黄立明 实习生符巧飞）4月10日下午，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组织各单位干部职工走上保城镇街
头，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在各单位卫生责任区，
干部职工们手执扫帚、簸箕等工具，清扫城市道
路、绿化带、老旧院落、小区等区域的纸屑、塑料
袋、落叶，清理卫生死角，带动当地居民掀起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热潮。
“保亭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希望街道干净一

点，从上个月开始，我们每周五都会在卫生责任区
开展卫生大扫除，让群众看到了也积极参与进来，
共建美丽家园。”当天，参加卫生大扫除的保亭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梅国兴说。

据悉，从3月份开始，保亭以开展“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为契机，每周五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到
辖区及“巩卫”责任区开展卫生大扫除，形成常态
化保洁工作机制，积极引导居民、商家落实环境卫
生“门前三包”责任，共建干净、整洁、美丽的新家
园，营造全社会重视公共卫生、全民参与环境卫生
整治的良好氛围。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实习生 符巧飞

4 月 11 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
县提蒙乡广郎村村民杨月华早早就
起床出门，她是广郎村的保洁员，每
天巡查村里的环境卫生状况，负责打
扫村道、清理垃圾。古朴的农家院落
干净整洁，宽敞的村道两旁绿意葱
茏。在杨月华及其他村民的共同努
力下，广郎村变得洁净又美丽。

“村民家中都摆放着两个垃圾
桶，分别写着‘可腐烂垃圾’和‘不可
腐烂垃圾’，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养成

了不乱扔垃圾的好习惯。”杨月华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村中还有一个有
黎族特色的垃圾分类收集屋，屋下
摆放着黄色、绿色4个分类垃圾桶，
每天早晚她都会去那里分类、清运
垃圾。

原来，广郎村早已试点推广“三
次三分资源利用”垃圾分类方法，即
农户按照“易腐烂”和“不易腐烂”进
行初分；保洁员对不易腐烂垃圾进行
再分类，从中分拣出可回收利用垃
圾；陵水垃圾分拣中心对可回收利用
垃圾进行再分类，最终实现垃圾资源

化利用。
走在广郎村干净的村道上，人们

可以看到环境卫生宣传栏，上面清楚
地写明了村庄环境卫生的整治标准、
考评内容及村规民约，还有“卫生之
家”的评比公示及垃圾分类管理的六
项制度。

村道干净整洁，农家小院更令
人惊艳：广郎村家家户户利用房前
屋后的空地种百香果苗、诺丽果树
及地瓜、蒜苗、茄子等，绿意浓浓、
清静幽雅。这是该村发展五个“一”
庭院经济的成果，即“一块菜地、一

块林地、一个果园、一栏家禽、一个
瓜棚”。

“广郎村发动村民就地取材，利
用庭院方寸之地种植本地经济树种、
瓜菜和圈养家禽，用建房剩余的砖瓦
美化装饰村道和庭院路道，建设美丽
庭院。”提蒙乡党委书记陈雷介绍，该
村村民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明礼仪 海南琼州”“中国梦”等标
语粉刷上墙，展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新风貌。

今年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为
了深入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建设美丽宜居家园，在广郎村党支部
的组织下，杨月华和村民们一起对村
庄及周边环境进行清洁。而随着陵水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常态化开
展，每周六广郎村也会组织开展一次
大扫除活动。

“村里党员带头参加大扫除活动，
使美丽宜居的环境从院内延伸到院
外。”杨月华说，在党员干部的带动
下，村民们不仅主动清理房前屋后垃
圾，还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她的工作
越来越轻松。

（本报椰林4月11日电）

陵水广郎村试点推广“三次三分资源利用”垃圾分类法改善村容村貌

村道绿意浓 农家小院美

开展清洗槟榔渍专项行动

去除城乡“红”污渍
本报抱由4月11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大街上，时常可以看到
环卫工人一手握着喷壶，一手拿着扫把，往地上有
槟榔渍的区域喷水，然后进行清洗。经过反复冲
洗，鲜红色的槟榔渍颜色变浅了许多，路面也变干
净了不少。

槟榔渍是污染城乡环境的一大“牛皮癣”，在
马路上、墙角、草丛、电线杆等处，颜色深浅不一的
槟榔渍时常可见。最近，乐东以开展“爱国、爱海
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为契机，组织
开展全面清洗槟榔渍专项行动，改善城乡环境面
貌，打造宜居城市。

“我们优先安排环卫工人在县城槟榔渍比较
多的地段进行清洗，例如汽车站、公交站台、农贸市
场、步行街、网吧门口等。白天，我们安排专业人员
去一线指导环卫工人清洗槟榔渍，晚上安排管理人
员巡逻，发现没有清洗干净的地段，安排人员进行二
次清洗。”乐东县龙马环卫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几十名党员干部、村民、志愿者
手拿扫帚、簸箕，从村委会办公楼前
沿着村庄主干道向抱古小学一路清
扫过去……4月10日下午，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三亚市崖州区抱古村时，看
到该村干部群众正在整治村庄环境
卫生。

“校园里堆积了不少落叶，学生们
就要返校上课了，得赶紧清理。”抱古
村村民邢文龙干劲十足，10多分钟就

清理了一筐落叶。他顾不上抹去额头
上的汗珠，协助村保洁员将落叶倒进
垃圾车。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抱古
小学的地面很快就换了“容颜”。

连日来，海南以开展“爱国、爱海
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
为抓手，持续掀起环境卫生整治高
潮。三亚在“四爱”基础上，加入“爱
社区”，发动各区、各部门积极开展

“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社区、爱家
庭”卫生健康大行动，党员干部群众
齐心协力，共同化身为“清洁卫士”，

走进大街小巷、校园、社区、海滩、草
地，清洁环境卫生，让城乡环境面貌焕
然一新。

在开展卫生健康大行动过程中，
有人拿着扫帚、钳子、拖把等工具为家
园除“污”，有人对小区楼道、商务楼
宇、街角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杀。

针对营头村村道旁存在装修垃圾
未及时清运、龙楼村竹根园小组30号
门前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该市海棠
区立即组织人员清理，并形成每日督
查通报机制，设置“红黑榜”，对未按时

完成整改的责任单位进行通报；该市
吉阳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
员带动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让社
区居民从环境整治的“旁观者”变为

“主人翁”；该市天涯区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消除辖区“四害”孳生地，确保辖
区居家环境、公共场所整洁美观、无杂
物堆放；该市崖州区组织专业人员前
往村委会办公楼、超市、卫生院、酒店
及防疫留观点、区政府等45处场所，
每日进行一次全面消毒……

“爱国卫生运动要让每个人都参

与进来。”三亚市爱卫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以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为载
体，组织群众从清洁家庭环境着手、从
形成文明卫生习惯做起，自己动手净
化、绿化、美化家庭内外环境。

据悉，下一步，三亚将持续开展卫
生健康大行动，从源头上加强防控能
力，组织各区建立应急消杀队伍，加大
宣传力度，做到“外修环境”和“内修人
文”，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助
力城市形象再升级。

（本报三亚4月11日电）

三亚提升群众在环境卫生整治中的主人翁意识

党群齐发力 城乡容颜新

干部检查督导“巩卫”工作

卫生死角将成便民场所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4月11

日，海口市四套班子领导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参加全
市环境卫生大扫除，并检查督导“巩卫”（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创建成果）工作，带动辖区党员干部群众以实
际行动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福安村西侧，一块
约2100平方米的村集体闲置地杂草丛生，堆放了
很多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当天上午，海口市及
美兰区、海甸街道的党员干部一起清理该地块上
的砖、玻璃碎片、杂草等，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劳动，
该地块环境面貌明显改观。美兰区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组织人员平整该地块，将此地打造成一
处停车场，这样既能增加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又能
缓解周边群众的停车难问题。

海口市要求辖区各级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
督促环卫企业、农贸市场管理方、“六小门店”、建
筑工地等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认真开展“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整改，
对在检查督导中发现的个别小区围墙污损、垃圾
桶清洗不及时等问题，采取措施逐一整改到位。
完善长效机制，对卫生死角不能“一清了之”，要结
合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进行有效利用，打造成便
民利民惠民场所，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月11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大拥村，镇村干部、群众在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原来路两边有很多枯枝、杂草和
一些白色垃圾，最近出来发现都没
了。”受疫情影响，家住陵水黎族自治
县中心大道延长段附近的“候鸟”老人
蔡克力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出门，4
月11日他出门散步发现，小区门口的
马路两侧干净了许多。

城乡更洁净了，环境更美丽了，
生活更方便了，这是许多陵水居民最
近的共同感受。从3月初开始，陵水
积极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
庭”卫生健康大行动，通过大力“清脏
治乱”，进一步改善提升城乡人居环
境，巩固“双创”（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和国家卫生县城）成果，共建文明美
好家园。

抓整治——
清理城乡环境卫生死角

清理枯枝落叶，疏通下水道淤泥、
捡起落地纸屑……4月11日8点半，
陵水县英州镇大拥村已是一片忙碌的
景象，全村13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参
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对村内环
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

当天上午，陵水各乡镇同步组织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本次
行动陵水全县共计出动党员干部、社
区群众、镇村保洁员6500余人，环卫
作业车辆135辆，共清理垃圾约670
余吨。

自3月初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
行动以来，每周六上午成了陵水干部
群众集中“作战”整治环境卫生的时
间，而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农村则是
主战场。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以
来，我县累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3353
吨，清理卫生死角593处，清理病媒孳
生地399处。”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
人介绍。

经过这次疫情，陵水也更为重
视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整治。如
今，陵水各农贸市场、超市、农产品批
发市场除安排保洁员每天清洁摊位、
厕所、水池外，还每周开展一次卫生
大扫除。

“我们正在建立‘户清扫、村收
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
模式，通过四级联动，实现农村垃圾
日产日清，保持乡村的美丽洁净。”陵
水县英州镇党委书记刘德柏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此外，陵水全面加强病媒生物防
制，组织专业病媒防制公司对全县重
点单位、重点场所进行药物消杀，并以
灭鼠为重点，做好农贸市场的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从源头预防病媒生物传
播疾病。据统计，3月28日至4月8
日，该县累计开展消杀作业200多次，
有效减少病媒生物孳生。

聚合力——
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4月 9日，尽管不是陵水集中开
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日子，
但该县提蒙乡组织 80 多名党员干
部群众集中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
他们在背街小巷、河道边等重点区
域，清理路面淤泥、河道漂浮垃圾，
疏通排污管道，当天共计清理垃圾、
淤泥30余吨。

“每次开展集中清扫活动，各部
门、各村的党员总是冲锋在前。”提蒙
乡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乡通过发
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群
众自觉爱护环境，有力推动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开展。

在陵水，“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也吸引了“候鸟”人群参与。近日，在

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的沙滩上，附近
小区的“候鸟”业主们戴着手套、拿着
各种工具清理垃圾。

“希望能为保护陵水的美丽环
境出一份力。”30岁的袁瑜倩是这次
清洁海滩行动的发起者，从 2月下
旬开始，袁瑜倩每天下午都去海滩
上捡垃圾。许多附近小区的“候鸟”
业主被袁瑜倩的行为所感动，自发
加入到清洁海滩的队伍中。

营造浓厚氛围，凝聚社会合
力。陵水发动全县各单位、各乡镇
通过LED屏幕、宣传手册、折页及海
报等形式在机关、社区、乡村等地加
大宣传力度，形成全民参与“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的社会氛围。截至
目前，陵水共发放“防疫有我 爱卫
同行”宣传海报 1000 张，病媒生物
防制宣传折页、爱国卫生宣传折
页、公民健康素养66条宣传折页各
3万份。

“看到村干部带头行动，把村里
的环境卫生搞好，发现其他村民家的
庭院装扮得很漂亮，我受到了鼓舞，

也想努力把自己家里里外外的环境
提升一下，这样住着也舒心。”光坡镇
港坡村村民符美珍说。

建机制——
全面提升卫生管理水平

据了解，陵水将把“四爱”卫生健
康大行动与“双创”结合起来，着力提
升城乡卫生管理水平，突出综合治
理，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干净
整洁的环境。

“你好，县城区域禁止乱吐槟榔
汁，根据相关规定对你作出罚款50
元的处罚。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乱吐
槟榔汁，爱护环境。”从3月4日至4
月3日，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每天
出动约150人，对县城公共场所乱吐
槟榔渣汁和乱扔烟头等不文明行为
进行巡查，对乱吐槟榔渣汁和乱扔烟
头的当事人进行处罚，累计开出罚单
485张，罚款共2.4万余元。

“执法期间，我局联合陵水县财政
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增印了缴纳罚

款的二维码，当事人用手机扫一扫，
便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缴纳罚款。”
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介绍，
这一举措免去了当事人在窗口排队
缴纳罚款的不便，也提高了罚款缴纳
履行比例。

此外，陵水正逐步建立起环境卫
生整治“112”长效工作机制，即各乡
镇、社区（村）每周六开展1次环境卫
生大清理行动；每月组织开展1次环
境突出问题集中大整治行动；每年春
冬两季组织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
活动和“爱国卫生日”专项行动。

根据陵水印发的《“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工作实施方案》，该县还
将以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为载体，
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形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做好家庭环境卫生清洁工作，
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居家生活环
境，积极开展文明工地创建活动，打
造标准化文明工地，重点整治污水
乱排、垃圾乱堆、粉尘乱扬、噪声污
染等问题。

（本报椰林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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