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陵水

志愿力量助力环境整治
本报椰林5月9日电（记者梁君穷）为扎实

推进“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5月9日下午，共青
团陵水黎族自治县委组织单位职工、青年志愿者、
环境卫生监督员一起，在该县椰林镇桃万村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活动中，陵水的青年志愿者们认真清扫责任

路段，烈日下，大家分工协作，将每个卫生死角
都清扫干净。同时，青年志愿者们还积极开展入
户宣传，向商户、居民大力宣传门前三包、卫生健
康等政策和知识，并向居民传递“保护环境，人人
有责”的环保理念，营造人人爱卫生、讲卫生的
良好氛围。

共青团陵水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共
青团陵水县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发挥团组织
联系青年的优势，积极引导更多的陵水青年参与到

“四爱”行动中来，为创建海南健康岛、加快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水平贡献青春力量。

当天，陵水隆广、三才等多个乡镇也组织了乡
镇干部、村“两委”干部、村保洁员、志愿者等集中
打扫开展人居环境卫生的行动，掀起“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高潮。此外，5月8日，陵水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还开展了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大行动，
重点对县城区乱吐槟榔汁、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
为开展集中整治，助力“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当天，执法人员共开出8张罚单，执法过程中该局
还通过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增加罚款缴纳的二
维码，方便当事人缴纳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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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5月13

日 00:00—06：00对中兴 ITV 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5月10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0年5月25日（周一）下午4:00以现场会

议的形式在海银大厦2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5月10日，即截

止2020年5月10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有：《关于审议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等。有关本次会议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初

稿）、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20年5月10日上传至

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com，密码000601，

股东也可联系本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

话：66516237，1868953705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0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185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20)海仲案字第
168号裁决和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执行申请
执行人王伟与被执行人韦文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申请执行标
的额人民币1500000元，执行费人民币17400元。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琼01执185号执行裁定，查封了
梁永菲名下被执行人韦文齐拥有的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88号美视
旅游度假中心-度假休闲区 3 号楼 4 层 3-C-507 房(建筑面积
188.66m2)。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
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
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
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七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李涛 联系电话：0898-66761501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马珂）
5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近期东
南亚国家和南美等地相继出现登革热
疫情，我省面临登革热疫情输入性传
播较大风险。

为做好登革热防控工作，根据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我省深入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扎实做好登
革热防控爱国卫生工作，并印发《关于
深入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扎实
做好登革热防控爱国卫生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消除蚊媒孳生环境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认清当前我

省登革热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在前期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基

础上，各地要持续开展好“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组织各级干部入单位小

区、入庭院、入户组织指导群众开展以
“清洁家园 灭蚊防病”爱国卫生运动，
全面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消除蚊媒孳
生环境，有效消杀成蚊。各地、各部门
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大媒介伊蚊
监测力度，督导所辖区域落实活动要
求，确保“布雷图指数”达到防控标准，
降低登革热传播风险。

根据《通知》，各市县、各部门要利
用好环境卫生整治“112”长效工作机
制，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和蚊
媒孳生地清理工作。并根据属地管理
原则发动单位、住户（农户）全面做好
环境卫生治理，彻底清理乱堆乱放和
各种杂物，彻底清除各类小型积水等
蚊媒孳生地，做到不漏一村（社区）一
户，不留死角，确保“布雷图指数”控制
在安全范围以内。

要切实做好建筑工地、学校、单位
小区等重点场所灭蚊防蚊工作，统一

组织对建筑工地、花卉苗圃、废品收购
站、轮胎存放点、废弃旧厂房等重点隐
患场所进行彻底清理；以及对公园绿
地、城乡各种下水道进行疏通清理，并
完善专门的灭蚊防蚊措施。全面开展
好以“清洁村庄美化家园”为主题的

“三清两改一建”（即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清理农村生活污水、清理畜禽粪污
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改造农村厕所、改
造村庄道路、建立长效机制）村庄清洁
行动，全面清除蚊媒孳生环境。

加强防蚊设施建设
《通知》还要求，省疾病预防和控

制中心要发挥专业机构作用，有针对
性地指导各市县做好媒介伊蚊监测和
评估工作。各市县爱卫机构则需根据
监测和评估结果，按照蚊媒密度水平
和卫生防病需要，确定蚊媒重点防制
地区、场所，并制订防制目标和要求，

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
的综合防制原则，依托专业公司做好
蚊媒防制工作，确保效果。各地、各部
门则要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提升业务
和应急能力，同时着力做好重点区域
成蚊的预防性杀灭，最大限度降低蚊
虫密度。此外还要切实加强建筑工
地、学校、单位和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
的检查督导，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各级需大力宣传和加强个人防蚊
虫叮咬防护，积极推行重点单位和家
庭加强纱门、纱窗建设，引导群众使用
蚊帐、蚊香、灭蚊灯等安全有效的防蚊
灭蚊药械，减少在蚊虫密度较高的场
所停留和活动，尽量做好每日蚊虫活
动高峰期的防护工作。尤其要督促建
筑工地、学校、医院、宾馆、旅店等单位
（场所）加强纱门、纱窗和蚊帐等防蚊
设施和手段建设，积极推广使用安全
有效的蚊香、灭蚊灯等药械，以做好防

蚊灭蚊和个人防护工作。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此外，各地、各部门要广泛深入地

宣传普及灭蚊防病知识，充分利用新
闻媒体、微信、短视频、短信等多种形
式，加强灭蚊防病知识和预防传染病
的“五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诊断、早治疗）宣传教育，大力宣传预
防和应对登革热疫情的常识和措施，
提高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各级政府有关单位和专业部门还
要主动走上街头、进入社区、深入农村
做好宣传工作。各医疗、疾控机构要
主动通过义诊、咨询和发放宣传单等
方式加强宣传。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
和志愿者作用，切实做好宣传工作。
各地要组织病媒生物防制专业人员深
入到乡镇（街道）、村庄（社区），传播灭
蚊防控知识。

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本报营根5月9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林学健）或铲除杂草，或捡拾垃圾，或清扫街道
……5月9日8时许，一支特殊的清洁队伍出现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白龙溪路沿途两侧。
他们手执铁铲、锄头或扫把各自埋头清扫，不到半
小时整个路面便焕然一新。

队伍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成员里既有该县
四套班子领导、干部职工，也有清洁工人、志愿者
和普通群众。“每周六我们都会自发参与县里组织
的‘四爱’周末环境卫生大清理大整治活动。”志愿
者李金凤介绍，最近这段时间，她已经连续参加了
三四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不只在营根镇，当天琼中还组织各乡镇和村
“两委”干部，发动群众对辖区内各街道小巷、居
民小区、农贸市场、村庄等场所开展环境卫生大
清理，通过常态化清脏治乱让全县各区域提升

“颜值”。
从不再乱扔垃圾，到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

琼中将“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作为一项常态化活
动，通过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和群
众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正在引导市民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形成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风尚。

“从上个月开始，经过几次大规模整治，街边
街角和村庄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观。”琼中爱卫办
工作人员王文静表示，以创建“健康琼中”为目标，
琼中正在全县不断掀起“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热
潮，力争让全社会重视公共卫生、全民参与环境卫
生整治在琼中成为一种新时尚。

琼中

综合A06
2020年5月10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笑非 美编：杨薇本省新闻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多举措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本报保城5月9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黄立明）5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爱卫办了解到，为推进“四爱”卫生健康大
行动深入开展，不断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县城创建
成果，连日来保亭多举措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全县动员、全民参与清洁家园。

为此，该县爱卫办组织专业消杀人员对县城
各重点区域开展了病媒消杀工作。5月8日，海南
日报记者在保城镇一处居民小区看到，工作人员
通过喷洒、投放药物等方式，对绿化带、下水道及
其他容易聚集病媒生物的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
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病媒生物密度水平。

“我们主要对县城的机关单位、小区进行灭
蚊、灭鼠的工作，除使用热烟雾机外，启用了一些
非复式汽用喷雾剂，目的就是灭一些蚊子、蟑螂，
还有一些蚊子幼虫。”捷立达病媒消杀公司工作
人员林晓升介绍。

据悉，今年保亭正迎来国家卫生县城第4次
复审，病媒生物防制是国家卫生县城复审的重要
考核指标之一。为该项工作，保亭加强各部门、各
单位协调配合，深入发动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卫生
治理，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蝇孳生环境。在开展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基础上，该县还组织专业公司
对县城内外环境进行定时不间断消杀，确保病媒
生物防治达到国家标准要求，进一步巩固提升国
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

保亭

我省扎实做好登革热防控爱国卫生工作

开展防控 做好消杀 不漏一户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琼海市
嘉积镇登仙岭社区十分热闹。干净
整洁的乡道两旁绿树成荫、鲜花争
艳，不少市民走出家门，组成一支志
愿服务队，拿着扫帚、簸箕，在路面上
清扫垃圾。

“家园变美了，生活更舒心！”今年
70岁的老党员林克扬也走上街头当
起志愿者。他说，4月份以来，社区每
周都会组织市民集体开展清洁环境卫
生，使社区容貌由差向好、由乱向整，
居民们的生活幸福感亦节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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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为
抓手，持续掀起环境卫生整治高潮。
琼海市则利用周末在全市集中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以实际行动
倡导群众共建整洁家园，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及巩固该市建设全国
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贡献力量。

广泛动员
群众积极参与爱卫活动

“大家要把沟沟坎坎里的垃圾清
理干净，不要有遗漏。”近日，在嘉积镇
龙利坡社区，在工作人员组织下，每逢
周六居民们都会走出家门，自觉打扫

卫生。“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作
为社区一员，我有义务为大家服务。”
龙利坡社区居民吴召民说。

社区里的一栋老旧楼房下有处卫
生死角，因长年无人打扫，堆积了不少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周围还长满了
杂草。

“这要是以前，大家看了根本就不
会当回事，但现在不一样，一定得清理
干净。”吴召民说完便带头动起手来。
几名居民上前协助，手拿锄头、铁铲，
清理枯树枝、杂草、砖块等，并分类装
运上车。不到半个小时，这堆经年已
久的垃圾堆就被“消灭”，环境得到明
显改观。

从改变环境，到改变观念，琼海市
在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基础上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发动全市
各镇区、社区、居（村）委会、党员志愿者
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为改善市民卫生观念和习惯，琼
海市爱卫办围绕爱国卫生运动历史背
景、发展历程、工作成效，结合病媒生
物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个人防护
指南、环境卫生整治等制作爱国卫生
活动月大型展板进行展出。

同时，琼海市以普通话和海南话两
个版本录制爱国卫生运动倡议，通过
各村委会（社区）喇叭、流动宣传车持
续广播，并在全市各级各类微信群广
泛传播，切实提高群众知晓率，广泛动

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干群合力
参与共建美好家园

在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
工作中，琼海各部门、街道、社区的党
员干部总是冲锋在前。

近日，彬村山华侨经济区组织党
员干部、企事业职工、民兵、妇联人员、
志愿者等230人来到辖区内的合水水
库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暨库区
环境卫生治理活动。

脏活、累活，干部先上。清扫路面
“顽疾”，打捞水库水面漂浮物，捡拾库
岸上的酒瓶、零食袋、纸屑等垃圾废弃
物……干部群众分工协作，不仅是显
眼的垃圾，就连犄角旮旯里的卫生死
角都被逐一清洁。

“爱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身为干
部更应该带领群众，把环境卫生清理
工作做好。”彬村山华侨经济区机关社
区副主任许登强说，彬村山华侨经济
区党工委、管委会通过建立健全人居
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落实各项保障措
施，扎实做好村居环境整治和河湖长
制工作，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养”
的美丽新侨乡。

扫落叶、除杂草……自“四爱”卫
生健康大行动开展以来，琼海各镇
（区）积极行动，组织动员镇村干部、环

卫工人、志愿者和村民对镇墟、中心村
和自然村进行全面整治，做好街面垃
圾、卫生死角和杂物清理工作及卫生
健康知识入户宣传，号召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大扫除活动，齐心协力共建幸
福美丽家园。

在“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活动
中，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等四套班子
领导率先垂范，带头深入挂点社区参
与环境卫生大扫除，督促沿街商铺落
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开展文明劝导，
治理“乱扔乱倒、乱拉乱挂、乱摆乱卖”
等“十乱”现象。

3月初至4月底，琼海共有2万多
人次参加“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累
计清运垃圾超过2000吨，城乡环境质
量明显提升。

完善管理
“巩卫”增进民生福祉

“我亲眼见证着琼海越来越美。”
琼海“新市民”路雅杰2015年来到琼
海定居。几年来，琼海加大投入建立
完善常态化工作管理机制，城乡环境
卫生面貌、卫生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有效巩固提高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
果，为建设“健康琼海”打下坚实基础，
也让路雅杰感受着琼海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各项规范性文件的
出台，琼海爱国卫生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和科学化水平明显提升，全市13个
镇（区）、市直各单位、各社区和村委会
均成立爱国卫生工作机构，并配备专
兼职工作人员。全市累计创建成功
11个省级卫生镇，66个省级卫生村。

不仅如此，琼海还建立健全市、
镇、社区（行政村）三级健康教育网络，
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先后完成嘉积城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
理工程、粪便处理厂建设，极大提升了
市容市貌。近3年，琼海辖区内未发
生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97%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质
达标率达100%。城区建成区餐饮服
务单位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率
达100%，全市实现生猪定点屠宰、屠
宰厂畜禽检疫率达100%。

“尽管当前取得了部分成绩，但是
推进卫生环境整治仍需持续发力。”琼
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加快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中，广大市民
游客对琼海的城市品质和治理水平有
了更高的期望。

下一步，琼海将推动“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常态化开展，并将“巩卫”
工作与城市建设发展相结合，不断提
升城市管理水平，增强城市发展内生
动力和民生福祉，以实际行动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嘉积5月9日电）

琼海积极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全民参与 乡村变美 城市焕新

齐上街
共参与
日前，琼海市

嘉积镇组织干部
群众、志愿者清扫
背街小巷。
琼海市爱卫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