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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13日电（记者林
诗婷）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将于下
月在三亚举行。海南日报记者5月
13日从活动方获悉，该活动自5月10
日开放报名通道以来，截至目前已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对新人提交报名
资料，报名者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北
京、浙江、陕西、海南等省份，均为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
者、警察等。此次活动，三亚积极发挥
婚庆旅游资源优势，传递社会正能量，
为全国战疫英雄新人免费举办公益婚
礼，受到各地抗疫一线工作者的关注
与热议，推动此次活动知名度与影响
力不断提升。

梳理活动报名信息可以发现，已
报名的新人中有来自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警察等，以
医护人员居多，其中不乏支援武汉的
医护人员或战斗在湖北抗疫一线的工
作者，抗疫地点包括武汉市雷神山医
院、火神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武汉
国际会展中心）、武汉市第一医院、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华中科技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西院以及全国各地医
院、社区等抗疫一线。为完成抗疫任
务，这些一线工作者主动请缨、逆行抗
疫，为大爱舍小爱、舍小家为大家，不
少人因此错过了婚期或取消了婚礼。

此次，三亚与抗疫一线工作者并肩
前行、守望相助，从今年3月开始谋划，
联动各相关部门、爱心企业，旨在共同
为抗疫一线英雄打造一场盛大婚礼，同
时提供全程免费的往返机票、餐饮住

宿、婚礼婚拍、景区游览等优质服务，以
爱助力向英雄们致敬。活动消息一经
发出，受到全国各地媒体、抗疫英雄关
注，不少抗疫英雄新人踊跃报名参加，
并纷纷表示：“希望在天涯海角用一场
浪漫婚礼弥补对爱人的遗憾。”

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的一位护士
递交了婚礼活动报名资料后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收到抗疫任务，她义无反顾
奔赴一线，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参与抗
疫，“虽然缺席了此前定好领证的日
子，心中有所遗憾，但为抗击疫情贡献
自己的微薄力量，一切都值得！”

据悉，此次婚礼仪式将在标志着
三亚旅游迈向3.0时代的三亚·亚特
兰蒂斯举行，婚礼现场还将结合琼岛
元素设计具有黎族传统文化元素的迎

接仪式等，富有巧思的独特设计令不
少抗疫英雄新人对此次婚礼充满无限
向往。“疫情发生后，我进入武汉市华
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西院参与抗
疫，不得不推迟婚期，看到婚礼活动的
新闻心情特别激动，非常希望通过这
次机会能去美丽的三亚举行婚礼，成
为最美的新娘！”一名来自陕西省第二
批赴武汉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说。

此次婚礼活动还得到志愿者、社
区工作者、警察等各行各业工作者的
关注。“三亚这次举办的活动太暖心
了！感谢三亚各行各业给我们抗疫一
线工作者举办这么贴心的婚礼活动，
我们也希望通过参加这场婚礼，将这
份爱继续传递下去。”一名来自武汉的
社区工作者说。

此外，此次活动也得到省内抗疫
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通过报
名平台为活动主办方点赞。“疫情发生
以来，一线警力紧缺，我主动请缨奔赴
一线支援，导致原定于2月2日举行
的婚礼一拖再拖，对爱人一直心怀愧
疚。没想到家乡举办了这么有意义的
活动，酒店、景区、婚庆公司等社会各
界都积极参与。谢谢三亚，献给我们
一份这么特殊的礼物！”一名来自海口
的警察说。

目前，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活
动网络报名仍在进行中，报名时间截
止到5月21日，全国符合条件的抗疫
一线新人均可通过“三亚市婚庆旅游
行业协会”公众号、“爱三亚”商城，以
及海南日报官方报名通道报名。

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已吸引近百对新人报名

赴一次天涯之约 办一场浪漫婚礼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三亚市崖州区东关社区利用铁棚
开办了文明超市，成了社区里一道特
别的风景线。5月12日下午，海南日
报记者走进文明超市，虽然面积不大，
但这里整齐地摆放着洗衣液、卫生纸、
沐浴液等贴近居民生活的日常用品。

居民想要购买这些生活用品，不
用钱，用积分。

牙膏10分、洗洁精12分、洗衣
液30分……文明超市货架上的商品
清楚地罗列出每件商品的兑换积
分。东关社区居民李惠忠几天前刚
用28分“买”了一个保温杯和一瓶洗
洁精，这是前段时间他通过参加社区
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获取的积分。

连日来，我省各地正积极开展
“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
健康大行动，掀起环境卫生整治热
潮。在东关社区，文明超市的设立不
仅激发了居民参与卫生健康大行动
的热情，还实打实地让居民得到了实
惠，同时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

据了解，社区居民每参加一次社区
人居环境整治、家庭家风文明创建、义
务劳动、志愿者活动、“门前三包”和卫
生环境考评等均可获得相应的积分，
居民可用积分到文明超市兑换商
品。“虽然文明超市里的商品价值不
高，但是都是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
是对我们参与社区活动的肯定，激发
了大家的积极性。”东关社区居民潘子
强说，通过参与社区大扫除、志愿者服
务等，他已经积攒了100多分。

“文明超市设立后，居民参与社
区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积分兑换
商品奖励机制也让大家真正动了起

来，从‘要我做’转变成‘我要干’。只
有群众唱起‘主角’，社区里的文明之
风才能吹得久。”东关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潘立仁说。

据了解，自文明超市运行以来，
东关社区居民累计已通过参与活动
积攒了 5000 多积分，其中已兑换
2400 多分，兑换商品价值约 8000

元。“积分还在不断增加，说明居民参
与社区活动多了，这是个好现象。”文
明超市管理员王明志说。下一步，东
关社区将完善文明超市的运营机制，

争取资金确保文明超市有效运营，让
其成为培育文明行为的新载体，推动
社区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本报三亚5月13日电）

三亚东关社区推行积分换商品，激励社区居民参与“四爱”活动

群众唱主角 社区吹新风

本报万城5月13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5月12日，万宁市
在全市范围内发起村庄清洁行动春
夏季战役，进一步清除病原孳生源，
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连日来，万宁市各镇（区）的党员
干部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房前屋后和
庭院的卫生清洁工作，消除庭院内杂
物乱堆、房前屋后杂草丛生和污水淤
积问题，铲除病媒孳生环境。万宁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在全市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春夏季战役，将通过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与基层党员带动、贫困

户示范等方式，每月集中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同时加强制度约束，建立专
业化的保洁机制，明确保洁员工作职
责，坚持做好垃圾清运工作，做到生
活垃圾日产日清，无法及时清运的封
闭管理、定期消毒。

此外，万宁市还鼓励基层干部通

过视频抓拍、手机“随手拍”等方式曝
光不良行为，帮助村民养成爱卫生、讲
文明的新风尚，同时也对暴露出的问
题第一时间反馈并督促整改。此次

“战役”中，该市将重点加强对农民的
教育引导，普及健康卫生知识，逐步改
变农户传统不良习惯，从源头上减少

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文明行为。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村庄实现干净整洁基础上，还将
逐步提升标准，美化村庄整体形象。
一方面统筹安排农村生活垃圾和污
水治理，切实抓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整治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着力解决

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统筹
规划村庄绿化亮化，抓住受疫情影响
部分农民工尚未返岗复工的时机积
极推进春季造林绿化。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与发展乡村产业、建设乡风
文明、加强乡村治理等有机结合，为乡
村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万宁打响村庄清洁行动春夏季战役

纠正不良行为 共创整洁环境

sleep 睡觉、入睡
go to bed上床睡觉
sleep in 睡懒觉
sleepover 在别人家过夜
sleepover camp 过夜露营
sleepover party 通宵派对
oversleep 睡过了
snore 打呼噜
loud snoring 响亮的打呼声
I usually sleep in at weekends.
我周末通常会睡懒觉。
Sorry I’m late. I overslept this morn-

ing because I forgot to set my alarm
last night.

真抱歉我迟到了，我昨晚忘记设定闹钟所以
今早睡过了。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自贸英语

在三亚选址增设海关监管隔离区域，开展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和中转等业务。

Set up customs supervision and
quarantine areas in Sanya for introduc-
tion and transit of global animal and
plant germplasm resources.

【自贸英语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扫码收听本报
记者尤梦瑜朗读的
英语音频。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马珂）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登革热等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保护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省卫健委于近日下发了《关于做好登革热等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我省加强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

关注重点场所 严抓疫情防控

全力做好登革热
等蚊媒传染病防控

《通知》指出，夏季是各类重点传染病多发季节，是登革热
等传染病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霍乱等肠道传染病也进入流
行高峰。且随着复工复学推进，学校等集体单位手足口病、季
节性流感、流行性腮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发病风险亦增加。
新冠肺炎、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传染病输入风险持续存在。

因此各市县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传染病防控工作部
署，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疫情研判预警，依托各级联防联控工作
制度，狠抓重点环节，提早部署，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在实处。

《通知》要求全力做好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要严格
落实病例隔离治疗和紧急灭蚊等防控措施，防止疫情传播。
要强化以清除蚊虫孳生地为主的综合防蚊灭蚊措施，加强蚊
媒密度监测，及时预警，坚决铲除蚊虫孳生环境，结合灭蚊效
果评估结果，科学开展用药灭蚊，严防疫情暴发。要根据既往
疫情情况，分级储备消杀药械，发生疫情时做到有急能应。

扎实落实学校
等重点场所传染病防控

《通知》还要求各市县要重点加强手足口病、流感、腮腺炎、麻
疹、风疹等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监测和病原学检测，加强对各类学
校、托幼机构等重点场所聚集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指导和督
促学校落实好各项传染病防控措施，科学有序处置各类传染病疫
情。要积极开展手足口病疫情风险预警，指导托幼机构开展环境
清洁等健康促进活动，加强疫苗使用技术培训，积极开展疫苗接
种工作。要加强手足口病、流感的早诊早治，减少重症和死亡。

积极防范处置输入性传染病。各市县要密切关注全球重点
国家和地区的新冠肺炎、登革热等疫情及防控工作进展，及时开
展疫情形势研判和风险评估，加强针对各类输入性传染病的防控
技术培训，落实各类检测试剂储备。要健全和海关等部门的沟通
协调机制，加强口岸地区的卫生检疫。一旦发生疫情，要迅速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密切接触者（共同暴露者），及时采集实验
室标本，落实疫点疫区消毒处理等措施，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工作

各市县要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贯彻落实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方针，完善工作机制，强
化社会动员，组织落实环境卫生整治。要结合病媒生物密度监
测结果，科学部署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动员各部门、单位、家庭参
与蚊、鼠等病媒生物防制行动，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的土壤。

此外还须结合《海南省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
卫生健康大行动工作方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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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抓好重
点区域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重点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适时组织开展控制效果评价，调整防控工作策略和措施。

一旦发生登革热病例，核心区和警戒区须迅速将伊蚊密度（BI
及叮咬指数）控制在安全限值以下。要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加强监
督管理和技术指导，切实加快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建设工作进程，
实现粪便无害化处理，从源头上控制肠道传染病的传播流行。

日前，三亚市东关社区居民在文明超市用积分换购日常用品。自文明超市运行以来，该社区居民通过参与活动共兑换了价值8000元的商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省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王玉洁）5月11

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
政厅联合印发《海南省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在全省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推
行节约型机关创建，力争今年底15%的县级及以
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到2021年底创建完
成率达到50%，到2022年底创建完成率达到70%。

《方案》的实施意在推动我省党政机关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健全节约能源资源管理制
度，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机关运行成本，
推行绿色办公，率先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引导干部职工养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和
工作方式，确保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能源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任务。

各级党政机关要按照《方案》组织开展创建行
动，并对照《海南省节约型机关创建评价指标》进
行打分评价，经审核得分在80分（含）以上的，评
定为节约型机关。

国少足球队海口集训
备战亚少赛
将和6支省内大学、中学球队过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U16国少足球队部分
队员日前抵达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集训，备战9月
16日至10月3日在巴林举行的亚洲少年足球锦标
赛决赛阶段的比赛。5月24日，国少队将和海南省
足协中海梯队进行海口集训期间的第一场教学赛。

据了解，在U16国少队海口集训期间，该队
将和海南6支青少年球队进行热身赛，初步打算
每4天进行一场，地点在海口观澜湖球场。海南
师范大学队、海南大学队、海经贸队、海口灵山中
学队、海南中学队等省内大中学校足球队将分别
和U16国少队过招。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非常欢迎国少队再
次来到海南集训，而集训期间与省内大中学校足球
队过招，对提高海南青少年足球水平和青训氛围很
有帮助，希望海南球队能当好“东道主”，为国少队
在亚少赛上取得好成绩作出海南足球的贡献。

在去年5月举行的U16亚少赛预赛中，国少队
以小组头名身份出线，获得了决赛阶段比赛资格。

定安县委党校
教育培训基地揭牌成立

本报定城5月13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荣海）5月13日，中共定安县委党校教育培训基
地在海南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揭牌成立。

据悉，定安县委党校联合省交通高级技工学
校创办县委党校培训基地，是定安县委党校充分
利用省、县两级办学资源优势拓展多层次办学的
新尝试，也是定安县委党校和省交通高级技工学
校创新发展的新成果，是双赢共赢之举。

揭牌仪式后，第一期中共定安县委党校教育
培训基地培训班也正式开班，定安县2020年“三
农”工作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专题轮训班的49名
学员将围绕脱贫攻坚理论政策知识、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解读、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乡村振兴、民
族宗教等课程进行为期3天的培训。培训班将分
3期进行，将有来自定安县各镇各部门的142名
学员参加培训。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12日12时-5月13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8

6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4

18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