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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义诊义捐、环境卫生整治、乡村
阅读等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不断
引导群众参与到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中来，移风易俗，引领乡土
文明新风尚，倡导村民摒弃陋习，
过文明新生活。

村里志愿者带动村民参与“爱
祖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
生健康大行动。4月10日，新风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中队志
愿者陈乾涛、李棉伯等10多人主动
清扫可久村民小组至光村村民小组
2米宽的村道，给路边的绿化带剪
枝造型、清除路面落叶、帮助村民打
扫房前屋后的卫生死角。陈乾涛
说：“从去年底开始，志愿服务中队
与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员、村‘两
委’干部，每周到11个自然村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用实际行动带

动群众参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
动。”

新风村还在有条件的村民小组
建设文化室、排球场和文化小广场，
打造文明实践点。文万村民小组曾
是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重点
难点村，全村700多人，缺技能的人
多、出去打工的人少，还时常发生酒
后打架斗殴、到邻村偷鸡摸狗的
事。建设文明实践活动点后，村民

小组长在年前开展茶话会，让在外
创业成功的青年谈体会，带动更多
年轻人外出打工。同时新建排球
场、篮球场开展文体比赛活动。新
风村文万村民小组村民符杨景说：

“重点难点村变成了文明友好村，村
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创业、打工，在村
里的都参加排球比赛等文体活动，
陋习也不见了。”

（本报那大4月19日电）

移风易俗引领乡土文明新风尚

儋州大成镇新风村多方面发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新风村里树新风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在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

最漂亮的楼房是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3层综合楼；环境最美

的地方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楼

前的广场：古树参天，鲜花簇

拥，凉亭、走廊遮阴避雨，1000

多平方米的广场平铺水泥砖，

1800平方米的草坪绿意盎然，

加上8盏太阳能路灯，是村民

锻炼身体、乘凉聊天、唱儋州调

声的好地方。

“这里原来是破瓦房、荒地

和长满杂草的大水沟，没有人

来。”4月19日，新风村可久村

民小组村民陈乾健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现在变成全村环

境最美、最热闹的地方，除了

乘凉、健身、散步、聊天，还能

免费上网。”他的家离广场仅

三四百米远。

这里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新阵地，大量内容丰富的志愿

服务活动不时在广场举行。“今

年1月初举办了儋州调声和山

歌比赛，歌唱党的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好政策，周边村民都来

了，广场挤满人。2月至今，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广播还天天

播发防疫信息。”新风村党支部

书记、志愿服务中队中队长李

可祥说，村干部、村民都是志愿

者，一起传播文明新风。

走近新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不少人都以为到了景区，最吸引人的
是204年高龄的高山榕树，茂密树冠
高达4层楼，树身五六个人张开手臂
围不拢。儋州投资约660万元建设
了综合楼、广场、种植池、舞台、花架、
草坪、路灯，种植多种乔灌木等，建设
设施完善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新阵地。

“以资源整合为主要出发点，用
好现有的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建
设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并突出实用性。结合实际抓
好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设计寓教于乐
的活动载体，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
为宣讲政策、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
良好平台。”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

打破条块限制，整合所有阵地资
源，儋州在保持各场所设施权属不变
的状况下，整合新风村文化室、乡村
大讲堂、农家书屋、文化小广场、球场
等活动场所。并选择新风村可久村
民小组的6亩用地开挖荒地、填平水

沟、清除杂草，结合村委会各项职能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践站1
楼是宽敞的志愿服务大厅和即将开
业的游客服务中心；2楼是民事调解
区、群众休息等候区、爱心扶贫超市、
乡村振兴工作室、新乡贤之家、道德
宣讲室、农家书屋等；3楼则是民俗民
情馆。实践站配备的办公设施、广播
等于去年初建成投入使用。

“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
动。”李可祥说，去年1月以来共开展

理论宣讲、文艺演出、乡村阅读等42
场文明实践活动，受众达 1.3 万人
次。“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聚了人
气、添了活力。”

在民俗民情馆里，展出着数百件
村民生产生活的老物件。石磨、石
臼、陶罐、陶碗、木犁、扇车、民族服饰
等展示着儋州地区过去的农耕历史
文化。带女儿来参观的白地村民小
组村民符兰花说：“要让孩子知道传
统民俗民情，珍惜新时代、新生活。”

建设村民参与文明实践新阵地

新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
服务中队，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人居环境整治等热点，开展了符合群
众需求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解
决村民的难题，注重传播文明实效。
儋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温龙说：

“开展契合地方实际、群众需求的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促使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取得更大成效。”

志愿服务活动与乡村振兴融合，
也加快了乡村振兴步伐。新风村引

进社会投资发展旅游业，需要征用可
久村民小组村民陈壮兴家的1亩地
和6间瓦房，但他一直不同意。新风
村邱凡上村村民小组党员村民、志愿
者何上来主动“请战”：“他是我堂姐
夫，我去劝劝他。”何上来对他说：“乡
村振兴是全村的大事，你要顾大局，
不能因为小利耽误全村的经济发
展。乡村振兴奔小康了，何愁不能增
收致富？”解开了陈壮兴的思想疙瘩，
他又协同村干部，把陈壮兴一家妥善

安置。3月底，6间瓦房顺利拆迁。
志愿服务活动与脱贫攻坚结合，

还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邱凡下村村
民符圣卓一家住着60平方米破旧瓦
房，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是全村最后一
户没有开工的危改房。新风村志愿服
务中队队员陈乾丽上门劝说，但他找
借口迟迟不肯开工。陈乾丽说：“党和
政府的危房改造扶贫政策，是为你一
家人好。你住的是危房，一旦倒塌危
害不小。”符圣卓最终听从劝告及时开

工，并在去年12月搬进新房。
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

明，吸引来不少村民自愿参与志愿服
务。从王五镇嫁入可久村的王萍花
擅长唱调声和山歌，还会现编歌词。
今年1月，村里举办儋州调声和山歌
比赛，她现编歌词感恩党的扶贫政
策，宣讲党的好政策，深受村民喜
爱。今年2月至3月，她受疫情影响
无法外出打工，便用歌声在广播站宣
传防疫知识，村民们也听进了心里。

解决村民难题传播文明重实效

儋州挂牌保护
2130株古树名木

本报那大4月19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韦雪梅）儋州市古树名木资源极为丰富，为保护
和管理好古树名木，对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挂牌
保护，日前，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制作古
树名木保护牌，做到一树（群）一牌。这是4月19
日该市自规局透露的。

近2年来，儋州对全市古树名木资源开展了
全面详细的普查，认定古树名木2130株，其中散
生古树名木1973株；古树群6个、157株；隶属34
科52属69种。按树龄分，500年以上的1级古树
7株；300年至499年的2级古树95株；100年至
299年的3级古树2022株。另有不足百年的名木
6株，包括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1株，树种为土
沉香。全市古树名木以农村（农场）群落状态生存
为主，占总体数量的93.97%。各镇中大成镇古树
最多，达435株，其中散生古树380株；古树群1
个、共55株。

按照《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儋州
在完成普查建档、挂（立）牌基础上，还将逐步对列
入保护范围的古树名木实行属地管理，制定养护、
管理方案，落实管护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该市自
规局营林科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树势明显减弱，
处于濒危的古树，将采取多种保护措施进行抢救
和复壮。拥有古树名木的镇村必须按照《海南省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落实保护措施，尤其要避
免硬化古树名木地面，严禁在古树树头堆放建材、
垃圾，倾倒废土、废水，以及其他破坏古树生长环
境行为。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近来，儋州市围绕完善重大基础
设施、特色农业和旅游业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贡献。4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儋州分
会场活动在海花岛旅游产业园举行，
当日共开工项目5个，总投资57.21亿
元，今年计划投资20.43亿元；此外，
海花岛旅游产业园还与10家企业集
中签约。

现场，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见证
了海花岛旅游产业园与免税运营集团

杜福睿集团等10家重点企业集中签
约。仪式上，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
广表示：“儋州紧锣密鼓上项目、凝心
聚力促改革、倾心竭力谋发展。海花
岛旅游产业园将成为儋州发展三大主
导产业的重要平台，成为儋州承接海
南自贸港政策的新抓手。儋州必能抓
住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好机遇，实现跨
越式发展。”

以重点项目完善城市交通、供水
等重大基础设施，补齐城市功能短板，
儋州还旨在为海南自贸港项目落地创
造条件。新开工的省道S307乌那线
兰洋至那大段升级改建项目属于省道

市政化改建工程，始于兰洋镇以南的
乌那线与兰洋互通联络线相交处，终
于那大镇兰洋路，全长13.6公里，总
投资4.2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亿元。
道路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双向四
车道，设计时速为50公里。项目有关
负责人陈日代说：“组建最强有力的管
理团队，以实际行动争创优良工程，保
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新开工的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项
目，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
工程之一，总投资为43.38亿元，计划
4年完工。工程开发任务以工业供
水、农业灌溉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

用。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为洋浦
经济开发区及北门江下游地区供水
13557万立方米，保障沿线中和、东
成、新州、木棠、光村、峨蔓等6个镇、
11.4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同时每年发
电1775万千瓦时。项目有关负责人
王东阳说：“保障海南中北部地区工农
业用水，对推动儋州发展热带特色农
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儋州还支持和鼓
励生猪恢复生产，大力推进生态养殖
重点项目建设，确保今年出栏生猪

100万头。
4月13日当日开工的海南温氏

禽畜有限公司雅星种猪场项目，占地
225亩，总投资1.47亿元，将建设年养
殖基础母猪8200头的高效化种猪场，
同时建设自动喂料、自动温控、高温高
压冲洗、自动清粪、环保处理等系统，
总建筑面积5.26万平方米。项目有
关负责人张继亮说：“高标准高要求建
设项目，确保今年11月如期建成，并
投入运营。推进儋州区域农业产业优
化升级，带动养殖业等关联产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本报那大4月19日电）

儋州围绕完善重大基础设施、特色农业和旅游业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项目落地促发展 助力自贸港建设

新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楼前的广场是全村环境最美的地方。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图/文

新风村里的雕塑，附近拆迁的空地将用于
发展旅游业。

新风村的民俗民情馆展出数百件生产生
活老物件。

新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中心。

东成镇组建人居环境整治队伍

“游击队”出战
垃圾一扫光

本报那大4月19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丁子芹）近日，儋州市东成镇成立了一支33人的
专业环境卫生整治队伍，每天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以

“清洁村庄，美化家园”为主题的整治活动，树立乡
村文明新风。今年以来，该镇共发动干部群众
12150人次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清理垃圾438吨。

日前，在东成镇流坡村，人居环境整治专业
人员、保洁员和村民一起，撸起袖子清理清扫垃
圾、劝说村民做好“门前三包”、拆除村巷乱搭建
的占道物。“我家周边环境卫生好多了，今后我
也要把自己家门前的卫生保持好，多参加村里环
境卫生整治活动。”村民李大姐说，生活习惯变
好了，精神特别足。

“今年3月便组建33人的人居环境整治专业
队伍，每天按时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同事对村民进
行环境卫生宣传，带动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活
动。”东成镇副镇长黄建华说，这支33人的专业队
伍被大家称为“环境卫生游击队”，每天负责“歼
灭”全镇范围内的生活垃圾，为村民营造干净整洁
舒适的宜居环境。

洋浦海事局倾心服务
助重点项目建设加速

本报洋浦4月19日电（通讯员李宁宁 邓白
荣）洋浦经济开发区海事局主动作为，严把行政审
批关，狠抓现场监管，紧盯源头安全管理，多措并
举全力助推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建设。
这是4月19日从洋浦海事局获悉的消息。

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项目是海南省和
中国石化重点项目，对促进洋浦临港工业发展，
助推海南自贸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具有重
大意义。为此，洋浦海事局主动靠前服务，掌握
项目复产复工和施工前期准备工作情况，指导
业主单位编制施工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和办理水
上水下活动许可证。并推出重点水工作业项目
即申即办服务举措，为办理许可证开辟绿色通
道，减少审批时间。

洋浦海事局还不定期组织业主单位、施工单
位，召开项目炼油改扩建工程配套码头施工安全
协调会，加强三方沟通，同时牵头建立应急联络工
作机制，保障沟通顺畅。

东方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城市有“颜值”
生活有品位

本报八所4月19日电 （通讯员符啟慧 钟
维 符天斌）近来，东方市加快推进城市园林绿化
建设，打造生态宜居城市。目前已建成绿地面积
1018.7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8.59平方
米，初步呈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绿化格
局。这是4月19日东方市有关部门透露的。

走在东方市区，街道两旁随处可见茂盛的绿
植，新建和改造的社区公园鲜花盛开。从事园林
工作28年的陈英妹对八所城区的变化感受颇深：

“近几年政府加大投入建好城市绿化，城区随处可
见花草树木，令人心情舒畅。”

维护设备的现代化，也加快了城市绿化美化
的步伐。“以前浇花都靠人工提水，现在洒水车、喷
灌式浇花取代了人工浇花，设备一年比一年先
进。”园林工人张新兰说。

精心打造的园林景致，营造出令人舒适、惬意
的休闲空间。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也发现了城市
中不断增添的绿意和美景。“感觉像生活在花园
里，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宜居、宜游、宜业。”游客朱
佑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