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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4月18日一大早，海口市上丹花
苑小区物业经理吴清平就带着保安、
保洁、住户等10多人来到文坛社区，
参加“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
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

省委、省政府发出在全省广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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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召以来，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多点发力推进
环境卫生整治，在各社区、街道、乡镇、
村庄开展义务劳动。

大家普遍认为，开展“四爱”卫生健
康大行动，不仅能推动城乡环境卫生面

貌焕然一新，更能有效阻断各类传染病
病毒的蔓延和扩散，有利于形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

“和我们一起打扫家门口卫生
的，还有省委办公厅、省专用通信局
等单位的机关干部，大家牺牲休息时
间帮助我们打扫卫生，给大伙带了好
头、立了榜样，让人很受鼓舞和感动。”
吴清平说，省委办公厅还与文坛社区
共建了帮扶协作机制，每个月安排一

个党支部深入社区，结合实际开展支
部共建活动，比如打扫卫生、做好普法
宣传等，“我们生活在这里，更应该有
主人翁精神，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
起，清理卫生死角、打扫周边卫生，以
此净化美化居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
的卫生屏障。”

海南日报记者见到海口市琼山区
桂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
伯龙时，他正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在辖

区内的美舍河畔清理枯枝落叶，周边
还有不少居民正在锻炼。“近期开展的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充分调动起
了社区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也进一步
增强了大家服务群众的意识。”他介
绍，桂林社区地处老城区，辖区面积
2.8平方公里，“通过不断开展这样的
全民卫生运动，不仅可以进一步清理
清洁卫生死角和盲区，还可以让群众
的公共卫生和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居住在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万
华社区的居民林彬也利用周末时间，
带着孩子参与卫生大扫除活动。他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他的女儿两天后即
将返校复课，“我想通过这样言传身教
的方式，帮助她培养起讲卫生、爱劳动
的意识，开学后也以小志愿者的身份，
爱护校园环境并力所能及地参与学校
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

琼海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全民动员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嘉积4月18日电（记者刘梦晓）为维护

环境卫生整洁，改善人居环境，4月18日，琼海市
多地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
康大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掀起全民参与“四
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热潮，巩固“双创”成果，共
建文明美好家园。

在大路镇，党员干部手执铁铲、锄头、扫把等
工具在镇墟、各村（居）集中开展大扫除，疏通下水
道、水沟，整理房前屋后、庭院的杂草杂物，使街道
和村道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大路镇的志愿
者、群众纷纷响应号召，拿着劳动工具，对多个村
庄的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理，大家分工协作，干劲
十足，现场热火朝天。

在琼海市多个卫生清洁活动现场，党员干部
们以实际行动向市民宣传“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号召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们参与到“巩卫”工作
来，引领群众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接下来，琼海市将持续推动“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常态化开展，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贡献力量。

澄迈北统村组织贫困群众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清洁美好家园
共奔脱贫新路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看见村干部、帮扶责任人每周带头整治村里
的卫生，我希望自己也能出一份力。”4月18日9
时，在澄迈县加乐镇北统村，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村
民郑业友正戴着手套，弯腰清理沟边的杂草。

在郑业友身旁，帮扶责任人、乡村振兴工作队
员、村“三委”干部和其他贫困群众等均手持扫帚、
簸箕，齐心协力清扫房前屋后、村道小巷的垃圾。

北统村党支部书记陈名栋介绍，该村党支部
成立了人居环境整治先锋队，结合每周六扶贫日
活动，组织党员干部以及贫困群众开展“四爱”卫
生健康大行动，在美化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家挥
着锄头清理杂草，搬运杂物，翻盆倒灌、清除积水
……2个小时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贫困群众的广泛参与，主要得益于二次分红
评分机制的实行。在此机制下，贫困群众参与集体
劳动的次数越多，所获得的产业扶贫收益分红越
多。”北统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健介绍，为全面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委会
议定，把贫困群众产业扶贫收益与其本人日常表现
相挂钩，并实施二次发放。贫困户参与集体劳动次
数便是日常表现评比的重要指标之一。

此外，北统村还结合实际制定了村规民约，推
行道德“红黑榜”，引导群众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积极营造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四爱”卫生健
康大行动的良好氛围。

李健介绍，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的同时，乡村
振兴工作队还组织帮扶责任人入户认真核查贫困
群众“三保障、一安全”等生产生活有关情况，逐项
对照梳理存在问题，研究解决措施，及时补齐短
板。目前，北统村已制定“四爱”卫生整治计划表，
下一步将持续组织开展辖区环境卫生整治。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

文昌木兰湾试点建立“垃圾银行”

废品换礼品 清理齐助力
本报文城4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4月18

日，在文昌市木兰湾临时游客到访中心，游客们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开设“垃圾银行存折”和领取专
用垃圾袋，自觉到海滩清理收集垃圾。将收集满
的垃圾袋放入“垃圾银行存储处”后，游客可进行
登记，换取积分，进而兑换礼品和纪念勋章等。

这缘起于文昌市近日在木兰湾片区开展的
“垃圾银行”试点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建立‘垃圾
银行’，鼓励游客和群众积极参与垃圾清理收集，
共同维护美丽的海岸线环境。”文昌市副市长何欢
宝介绍，为深入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
庭”卫生健康大行动，有效改善海岸线环境，近段
时间以来，文昌已组织对木兰湾片区38公里海岸
线进行全面清理，累计开展17次清理行动，共清
理垃圾32吨。

据介绍，文昌试点建立“垃圾银行”，是参照国
内外发达城市的做法。这一创新方式，构建了垃
圾从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和利用的有效渠道，当
下十分流行。

当天，来自海口的游客张先生带着全家人
参与了垃圾清理行动，并成功兑换10个积分，
存入“垃圾银行存折”。“文昌这一做法不仅能引
导游客文明游览景区，自觉不乱扔垃圾，还提醒
大家参与海岸垃圾清理，以实际行动支持生态
环境保护，很有意义。”张先生说。

文昌市铺前镇工作人员王志伟当天负责“垃
圾银行”的积分兑换工作。“‘垃圾银行’刚刚推行
了两天，目前还处于宣传推广阶段，但已吸引到大
多数前来游览的游客自觉参与。”王志伟说。

接下来，为建立环境卫生整治长效工作机
制，文昌计划从3个方面着手，构建完整的近岸
海域垃圾清理体系：一是组建保洁队伍进行常
态化保洁管理。每日安排5名保洁员驻点木兰
湾，增设垃圾桶13个，及时清运海滩垃圾；二是
成立联合执法巡查队伍，采用无人机和人工巡
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巡查监管，严厉整治各类
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三是增设配套设施，疏堵
结合，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微改造”
让卫生死角成便民场所

“大家要把沟沟坎坎里的垃圾清
理干净，不要有遗漏。”4月17日上午
9时许，在紧挨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街道新利社区海岸路的一处卫生死
角，来自海口市委，美兰区委、区政府
以及新利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正忙着
清扫垃圾。

这处卫生死角是一块面积约3亩
的村集体留用地，因长期无人打理，里
边杂草丛生、堆积了很多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当天上午，30多名党员干
部群众一起，手拿锄头、铁铲、耙子，认
真清理枯树枝、杂草、砖块、玻璃碴等，
并将垃圾分类装运上车。经过近两个
小时劳动，整个环境面貌明显改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块地
就是闲置的。每年社区都要组织人员
集中清理三四次，但过不了几个月，杂
草很快就长出来了。同时，这块空地
周围有10多个小区。到了夏天，空地
上的杂草、垃圾招来了成片的苍蝇、蚊
子，周边居民抱怨颇多。”新利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邱勋鹏告诉记
者，这里接下来将进行土地平整，并计
划打造成停车场，这样既能增加村里
的集体经济收入，又能缓解周边群众
的停车难问题。

“四爱”和“巩卫”工作开展以来，
海口全市上下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
作，整体环境卫生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位于城
乡接合部的卫生死角，便是最难啃的

“硬骨头”之一。

对此，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
忠友提出，要通过“微改造”让城市越
来越美。像这些隐藏的小块卫生死
角，要进行一个个排查、一个个清理，
并用心一个个进行环境提升，这种

“微改造”投入成本不多，却能立竿见
影，可以促进整个城市面貌不断改
观。同时，卫生死角属于闲置浪费的
资源，应该结合实际环境状况、结合
群众实际需求进行有效利用，打造成
一些便民利民场所或者城市公共绿
地景观，这样既有利于建立起环境卫
生管理长效机制，还能增强周边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对于因土地权
属存在争议导致长期闲置形成的卫
生死角，辖区党委政府应积极引导群
众，一边依法妥善解决争议，一边合
力保护好环境卫生，发挥闲置资源的
价值和效益。

干群合力
人人参与共建美好家园

在“四爱”和“巩卫”工作中，海口
各部门、街道、社区的党员干部总是冲
锋在前。在他们的带动下，志愿者、市
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形成了“人人关
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近日，在紧挨着美兰区白沙街道
长堤明珠小区外的一处卫生死角，来
自白沙街道的基层干部吴福兴正在认
真清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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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福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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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
用周末参加义务劳动，为提升海口的
市容市貌贡献一份力量，我觉得很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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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中来。现场，身材壮硕的年轻小
伙冯锦龙和两位志愿者正蹲在地上
清理杂草。等园林工人拿锄草机将
杂草割掉后，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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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住在附近的长堤明珠小
区。今天周末休息，听说家门口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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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提升自家小区的环境卫
生，还能锻炼身体，一举多得。

“海口市民亲眼见证了‘双创’对
城市面貌的显著改变。因为有了获
得感，市民对卫生城市创建的参与意
愿更强，主人翁精神在不断加强，看
到不文明行为还会主动劝阻。”海口
市卫生监督局四级调研员翟惠英说，
有市民的理解和积极参与，她对“巩
卫”充满信心。

强化机制
城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完善

长效机制是监督、制约、规范人的
行为，使工作形成常态化的有效措施。
海口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的不断巩
固与扩大，城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完

善，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探索与建立。
——明确分工，督促责任落实。

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海口针
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薄弱环节，开展
农贸市场及周边综合整治，城中村和
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公共场所禁烟
控烟专项整治等9大综合整治行动，并
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能分工。

——严管重罚，对城市管理乱象
亮剑。海口每周都开展“媒体+执法”
活动，新闻媒体全程参与城市管理执
法，多起农贸市场脏乱差、小区垃圾桶
倾倒不及时、建筑垃圾乱堆放问题被
曝光。

——疏堵结合，提升精细化管理
水平。这两年，很多外卖配送员会把
电动车开到小区内，乱停乱放。有市
民骑完共享单车后也把车随意停放在
街边，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对此，海口
一些街道要求小区划定专门区域给外
卖配送员停放电动车。交警部门也进
行了共享单车停放点的划设。通过疏
堵结合，电动车、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
题得到了很大改善。

海口市社会文明大行动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加快推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进程中，广大市民游客对
于海口的城市品质和治理水平有了
更高的期望。“海口将始终把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工作与城市建设发展相
结合，把‘巩卫’作为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增强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增进民
生福祉的重要手段，以实际行动为创
建海南健康岛、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作贡献。”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

海口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为抓手，提升城市品质和治理水平

“巩卫”创出幸福城

海口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以主人翁精神筑牢疫情防控卫生屏障

时时时评评评 以实际行动守护卫生健康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这块地闲置了10多
年，四季杂草丛生。要是
能通过整治，修建成停车
场，大伙别提多高兴了！”
4月 17日上午，家住海口
市美兰区海岸路新新海
岸小区的居民符光耀看
到一群党员干部在一块
空地上清理杂草，在听到
周围居民讨论，这块地清
理后会被利用起来，缓解
周边的停车难题，符光耀
很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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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大行动的部
署要求，海口以巩固国家
卫生城市为抓手，连续一
个多月，发动党员干部利
用周末时间，走上街头、深
入社区，引导带动群众积
极参与环境卫生大整治行
动。同时，通过“微改造”
把卫生死角打造成便民场
所，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提
升城市品质和治理水平，
让城市名片进一步擦亮，
民生福祉进一步增强。

■ 韩慧

昨天，风和日丽，天朗气清，正是
整治环境、美化市容的好时节。部分
省领导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深入海
口社区，打扫街道、清理死角等，以实
际行动参加“爱国、爱海南、爱家乡、
爱家庭”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为广
大干部群众作出了良好示范。

卫生健康关系重大。在全省开
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是我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
重要部署，是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守
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具体行动，也是推
进环境综合整治，打造海南健康岛，
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营造有利氛
围的现实需要，意义重大。省领导在
周末集中参加卫生大扫除活动，再次
凸显出卫生健康大行动的重要性，为
全省上下持续抓好环境卫生整治作
出了表率。我们要切实行动起来，积
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实际行动为环
境卫生贡献力量。

守护卫生健康，重在行动自觉。
当前，无论是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疫情防控要求，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还是打造卫生整洁的优美环境、更
好服务自贸港建设，都需要不遗余力
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都需要深入
开展好“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为
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此次大行动的重
要意义，广泛动员、广做宣传，引导广
大市民从我做起，从家门口做起，积极
参与到大行动中来，切实开展好卫生
整治工作。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更

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群众形成
“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守护卫生健康，贵在坚持不懈。
连日来，在省领导带动、各方推动下，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不断迈向深
入，持续掀起高潮，这充分说明卫生
整治不是一阵风式的权宜之计，而是
要长久开展下去。为此，我们要保持
定力，坚持不懈，将卫生健康大行动
与人居环境的改善、饮食习惯的改
变、卫生设施的完善等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融入疫情防控、城市建设、乡村

振兴等方方面面，落实到具体工作、
日常生活中，确保卫生健康大行动长
久高质量开展下去，切实擦亮健康海
南的成色。

卫生健康是建设美丽家园的重
要基础。不做旁观者，争做行动派，
从细微抓起、从基础做起，自觉重视
起来、行动起来，把“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在全省深入高效开展下去，我
们就一定能够营造人人受益的优质
环境，为构建美丽家园、高质量建设
自贸港打下坚实基础。

4月18日上午，在三亚市潮见桥东岸河边绿地，近百名干部群众、青年志愿者一起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周
末卫生大扫除活动，清理卫生死角和积存垃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4月16日，海口市府城街道办忠介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环境卫
生大扫除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4月18日，在海口市美兰区海岸路，该辖区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正在清理闲置地块。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