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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大型系列专刊A09 解放 年 美好新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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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扫除义务劳动。 高林 摄

3月28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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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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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为抓手海口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为抓手，，提升城市品质提升城市品质，，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巩卫担当巩卫担当 刷新椰城颜值刷新椰城颜值

2017 年 7 月 14 日，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正式命名海口为“国家
卫生城市”。椰城上下欢
欣鼓舞，两年漫漫创卫长
路，目标终于实现。

回首来路，既是奋力
追赶，又是“背水”迎考；
展望未来，实现目标信心
满怀，追求民本路漫漫其
修远。

“国家卫生城市”既
是荣誉和肯定，更是责
任和担当。时光流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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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卫成功后，海口紧
紧围绕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目标，及时启动
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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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要手段，进一步擦亮城
市名片，进一步增强民生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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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街道办事处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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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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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把这里好好利用起
来。”白沙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韩
春畴表示，这块空地有1000多平
方米，已经闲置10多年。每年街
道办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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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经常向街道办事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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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爱”和“巩卫”工作开展以
来，该市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
作，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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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在海口各处的小块卫生
死角，要一个个排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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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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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闲置资源的使用价值
和效益。

便民利民
“微改造”让城市越来越美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
民。

在巩卫工作中，海口始终注重提高
市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文明卫生意
识。借助广大市民以城市主体姿态，来
提升城市软实力。

4月14日上午，海口龙华区城西镇
政府联合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扫，通过进村入
户、走街串巷等方式帮助村民清扫房前
屋后，清除卫生死角等。当天，城西镇
政府干部、环卫工人近200人拿着扫
把、铁铲、锄头等工具，分工分组对城西
镇周边庭院杂草、卫生死角等进行清
除。看到大家在村子里开展义务大扫
除，苍西村村民也自发加入，齐心协力
将居住环境卫生清扫干净。

“谢谢大家帮忙清理卫生，矿泉水
瓶、废弃自行车、木板这些杂物我会及
时处理掉。”有了大家帮忙，村民陈永盛
的小院干净了不少，他说，以后会及时
清理废弃物品，不乱堆乱放，做好门前
屋后卫生。

4月4日，在美兰区新埠街道新东
社区环境卫生大扫除现场，一幕感人的
画面温暖在场的所有人。当天上午10
时30分，4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手拿铁
铲、锄头、耙子等工具，认真清理杂草、
枯叶、木头，并装运上车运走。78岁的
陈引南阿婆的家就紧挨着大家正在清
理垃圾的闲置地旁。看到大家干得热
火朝天，她也从家里拿着铁铲加入到大
扫除的队伍。到中午12时，活动结束
时，她还从家里拿出一桶水，给大家洗
手。“这些干部放假也不休息，专门来给
我们服务，打扫卫生。看他们一个个汗
流浃背，我们村民都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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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翁意识在不断加强。”海口市卫生
监督局四级调研员翟惠英说，海口“巩
卫”工作，是一场起于民生，并收获民心
的全民行动。

同时，该市注重通过抓好志愿者
服务、建立“椰城市民云”“海口城市管
家”等微信公众号，吸引公众参与，努
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切实提高群
众对国卫迎复检工作的知晓率、参与
率和认同率。

于是，大家看到，各种实实在在的
变化在海口上演：小区变干净了，老老
小小玩耍更开心；农贸市场变干净了，
买菜卖菜更舒心；饭店诊所更干净了，
市民消费看病更放心；私搭乱建拆除
了，还城市一个清爽整洁；看到垃圾堆
积、乱停乱放，市民会主动拨通12345
热线……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更多的市
民、“候鸟”的参与，让海口的“全民巩
卫”称号实至名归。

卫生城市创建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的持续工程。为推动城市创建工作向更高、
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海口要求全市干部
群众保持工作不松、干劲不懈、标准不降、力
度不减，形成了从“创卫”向“巩卫”持续推
进的长效机制。

为坚持高位推动，保持高效运转。海口
延续2015年“双创”的基本工作机制，市“双
创”工作领导小组整体转型成市“社会文明
大行动”领导小组，下设由市委副书记任指
挥长、相关市委常委、人大副主任、副市长和
政协副主席任副指挥长的文明大行动指挥
部全面统筹巩卫工作。同时，建立市、区、镇
（街）三级领导“三包”责任制，包日常督查、
包问题整改、包指标达标，及时解决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督查考核，是提升
工作动力，将责任层层压实的重要保障。海
口将“巩卫”工作列入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
考核内容，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层面、多领域、
多形式的督查机制。坚持“每周一例会、一
督办、一调研、一巡查”的工作制度，从市领
导到区、镇（街道）和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
明确任务。市四套班子领导带队检查，督查
组常态督促检查、定期考核，执法问责同步
跟进，紧盯问题整改。

在《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海口市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海口市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办法》《海口市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等20余项城市卫生管理法规、规章的
基础上，海口又制定了《海口市健康城市健
康村镇发展规划（2016—2030年）》（以下简
称《规划》）。该《规划》的内容更加广泛、全
面，把打造“健康海口”当作“创卫”升级版的
巩固和提升。

同时，3年来，海口坚持补短板、惠民
生、对标准、做实事的原则，深入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把“巩卫”工作与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环境保护、优化发展环境结合起来，扎实
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十大专项整治”工
作。把“巩卫”工作与统筹发展各项社会事
业、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不断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健全城
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
力水平，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全力下沉”“环卫一体化PPP全覆盖”
“成立城市警察支队”“推行‘公安+城管’联
合执法”“设立市政府12345综合服务热线，
畅通市民诉求反映渠道”……在“巩卫”过程
中，越来越多的长效机制转变为城市治理的

“海口经验”。
开展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不仅仅是

为了保住一块牌子，守住一份荣誉，更重要
的是，要为全市人民群众谋取更多更大的健
康福祉。海口将进一步把爱国卫生工作融
入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城市治理的方方
面面，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为工作导
向，持续提高城市生态文明、人居环境质量
和人民健康水平，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
感和幸福感。

为提升城市品质，海口市秀英区对照“巩卫”要求，
及时组织人员对市政设施进行安全维护及维修施工，
确保管养全面到位，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对损坏的路
面、路灯、井盖等进行修复，对堵塞的下水道及时清理
疏通，确保市民群众出行安全便利。截至目前，该区
1650条小街小巷完成“健康体检”。

4月14日上午，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和往常一样，在辖区道路上进行巡查。在海港路与
丘海一横路交叉口的路段，巡查人员发现有一处破损，
立即调派维修人员和物料到达现场进行修补。“像这种
小面积的坑洼破损，我们都采用冷沥青进行修补，粘合
度高，效率快。”现场工作人员梁其锞说，他们在此处铺
设了18袋冷沥青。不到半小时，路面的“伤口”便修复
完成。

在对该处道路完成修复后，维修人员又开始了丘
海一横路路灯的检修工作。经开灯检查，维修人员发
现该道路共有3处路灯不能亮灯，随即调来高空作业
车展开维修。经维修人员的检测维修后，3盏路灯亮了
起来，恢复了正常照明。

“自今年3月上旬以来，我们加大了对区管道路的
巡查力度，加强道路日常养护。按照“巩卫”标准，保持
区管市政道路平整，无坑洼，发现路灯不亮立即上报并
马上维修，保证装灯率100%，亮灯率达98%，定期疏通
下水道和及时维修破损的井盖，做到巡查管养无缝对
接。”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邱伟超表
示，除了日常的道路巡查外，该中心还借助海口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和数字化城市管理办件等信息平台联合
督办，通过全程跟踪、快速受理、及时维修，提高办结率
和群众满意度。

据统计，自海口“巩卫”工作开展以来，秀英区市政
管理维修中心共排查区管道路1650条小街小巷，共修
复路灯310盏、修复路面1300平方米、清淤落沙井235
座、疏通下水道约2000米。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秀英区下一步将继续抓
好市政设施管理日常养护、维修工作，按照“巩卫”标
准，持续加大对区管市政道路路灯、路面、下水道、井盖
等设施的维修管养力度，确保市政设施面貌完好整洁、
安全正常运行，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便利的出行环境，
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本版策划/撰稿 贾嘉）

海口秀英区1650条
小街小巷完成“健康体检”

共建共享
人人争当椰城环境卫士

建立机制
创新模式实现常态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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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市民在海口湾畅通工程一期示范段骑行。
方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