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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周六早啊，快来一起打扫卫生
吧。”5月16日一大早，五指山市通什
镇居民符娜就拿着扫帚出门了，她一
边熟练地打扫着街道，一边吆喝着街
坊邻居一起来干活。

手拿铁锹铲除石头砖块，用钳子
捡拾垃圾杂物、清除枯枝杂草……几
乎同一时间，在五指山市各个乡镇、单
位和社区，都能看见这样拿着扫帚、拖
把、垃圾铲、锄头等清洁用具的干部群
众，他们分工协作，对各辖区的卫生死
角及各类生活垃圾、杂物进行打扫和

清运，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是五
指山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的“爱国、
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
行动以来的又一个场景。

从全市环境卫生整治、交通文明
劝导和病媒消杀等三个方面入手，五
指山将全市划分为31个“双创”责任
片区以及内含的129个责任网格，上
下联动、协同推动，统一时间开展卫
生健康大行动，并将活动延伸至各乡
镇及畅好居的活动延伸至自然村、
队，拉网式开展卫生健康大行动和不
文明行为劝导。

在南圣河岸边，五指山市四套领

导班子率先垂范，连日来手持铁铲、竹
耙、扫把等劳动工具对水浮莲、河道白
色垃圾进行清扫保洁，大家有序分工、
忙而不乱，让河道环境焕然一新。“河
道变干净了，我们散步路过时心情都
变愉快了。”五指山市市民余辉表示。

不只是市四套班子领导，每到周
末，五指山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都会分别组织干部职工到所在的综
合整治区和社区群众一起清理卫生死
角，各村（居）委会也会发动辖区居民
全面参与，清除所住生活区、街道小
巷、农贸市场等地的卫生死角和病媒
生物孳生地。

“我们在清扫宽阔街道路面的同
时，尤其注重清理路旁绿植地、水泥砖
缝、井盖下方等边边角角的残余垃
圾。”河南东社区居委会主任文兵介
绍，之所以如此“较真”，是为了确保辖
区内的蚊、蝇、蟑螂和老鼠“四害”病媒
生物的密度得到有效控制，从源头预
防传染病发生。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和朋友一有
空就会去参加社区组织的环境卫生整
治行动。”志愿者王玉娜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大整治，她发
现街边街角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
观，群众的文明卫生意识也明显提高。

通过常态化开展“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五指山全市干部职工及市民
相互配合完成环境卫生大整治和不
文明行为劝导，进一步提升全县环境
卫生管理水平和全民健康水平，正不
断扮靓翡翠山城。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接下来，
五指山市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将继
续按照全市“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工
作要求，切实动真格、出实招、建机制、
显成效，推动卫生健康大行动制度
化、常态化，推动城乡环境卫生面貌
焕然一新。

(本报五指山5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市里统一组织灭蚊消杀活动，让
我们市民格外安心。”为有效降低病媒
生物密度，预防登革热疾病，5月16
日上午，琼海市爱卫办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统一灭蚊行动。在嘉积镇登仙岭
社区，市民吴多尤说，随着近期气温持
续升高，蚊虫孳生情况也渐渐严重，琼
海市政府这一做法，为市民营造了良
好的居住环境。

不仅是登仙岭社区，上午8时开
始，琼海市爱卫办就组织消杀公司专
业人员先后在市政府办公大楼、市政
广场、动车站和海城时代广场等市区
主要场所开展统一灭蚊行动，重点对
电梯、楼道以及绿化带、下水道、垃圾
箱(池)、环境潮湿阴凉区和居民屋舍
前后等四害易孳生、易聚集区域进行
药物喷洒，消除蚊虫孳生环境，减少蚊

媒疾病传播危害。同时向居民普及登
革热防控知识，号召大家保护环境卫
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琼海市爱卫办主任庄辉烈介绍，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和省爱卫办的
工作要求，琼海市此次灭蚊行动将持
续半个月，每天组织4家消杀公司在建
成区范围内对公共场所、学校、公立医
院、小区农贸市场等进行全覆盖消杀，
全面预防登革热，保证居民身心健康。

除了开展统一消杀活动外，琼海
市还将广泛普及灭蚊防病知识，要求
各镇区、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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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宣传
教育。

此外，琼海市还将全面清理蚊媒
孳生地，全市各镇区、各单位利用好环
境卫生整治“112”长效工作机制（即
每周开展一次环境卫生大清理、每月
开展一次环境突出问题集中大整治、
每年春冬两季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
活动和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加强
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和蚊媒孳生地
的清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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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虫消杀工作是近期工作重点，
但同时琼海市还将继续加强‘四爱’卫
生清洁运动。”庄辉烈说，此前琼海市
利用周末在全市集中开展“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通过广泛动员，发动群众
积极参与爱卫运动，以实际行动倡导
干群合力共建整洁家园，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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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琼海将爱国卫生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使得工作成
效明显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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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琼海将继续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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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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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电）

五指山将全市划为31个“双创”责任片区129个责任网格，上下联动、协同推动

“四爱”行动常态化 翡翠山城更清新

琼海对重点场所全覆盖消杀

“三清两改一建”提升城乡环境

清洁家园
灭蚊防病

5月15日至16日，三亚联动
各区、各单位集中开展“清洁家园
灭蚊防病”统一活动，通过深入广
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宣传病媒生物防制知识、全面
推进蚊媒消杀工作等多举措，做好
登革热输入性防控工作，全面整治
城乡环境卫生，切实推进“四爱”卫
生健康大行动，为市民游客打造安
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图为消杀公
司工作人员在三亚市天涯区友谊
路社区对背街小巷、单位小区等重
点场所进行灭蚊防蚊工作。

本报记者 林诗婷/文
本报记者 武 威/图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林学健

5月16日上午8时许，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和平镇长沙村脱贫户黄兴
民早早出了门，沿着村道手脚麻利地
清理起卫生死角里的垃圾。

早起的不仅黄兴民一人。几乎同
时，在琼中各乡镇、单位与社区，都能看
见这样的干部群众，他们拿着扫帚、垃
圾铲、锄头等清洁用具，或铲除杂草，或
捡拾垃圾，或清扫街道，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这是琼中在全县范围内集中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周末环境
卫生”大清理大整治的场景。

每周六上午，琼中四套班子领导都
会率先垂范，带动2万多名干部群众化身

“清洁工”，走进街头巷尾、村里村外，通过
常态化清脏治乱，让全县“颜值”提升。

党员干部带头啃“脏骨头”

16日上午，琼中红岛牧场居民点
出现一批特殊的“清洁工人”，他们集
体出行、分散站位，对辖区内的卫生死

角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拉网式清理。之
所以说“特殊”，是因为这支队伍里既
有县四套班子领导、干部职工，也有清
洁工人、志愿者和普通群众。

“把历史遗留的、最难整治的薄弱
地带划分给我们，搞卫生不能流于形
式，县四套班子领导更要带好头，做好
示范作用。”4月中旬，琼中打响“周六
保卫战”前，该县县委书记徐斌便主动
要求承包“最难啃”的“脏骨头”。

4月25日清理县城淀粉厂，4月
30日清理县城污水处理厂，5月9日
清理县城白龙溪路，5月16日清理红
岛牧场居民点……每周六上午8时
30分，琼中县四套班子领导都会准时
出现在卫生责任区，和各级干部职工、
志愿者一起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

琼中爱卫办主任蔡燕红表示，县
四套班子领导带头示范，既当指挥员，
又当战斗员，有力推动了“周末环境卫
生”大清理大整治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干群齐动手清理卫生死角

不只是县四套班子领导，每个周六

上午，琼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都会分别组织干部职工到所在的综合
整治区和社区群众一起清理卫生死角，
各村（居）委会也会发动辖区居民对所
住生活区、街道小巷、农贸市场等地方
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集中拉网式清
理，对卫生死角“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唰唰唰……”16日一早，在琼中
县委宣传文化大楼前后，琼中县委宣
传部、旅文局和广播电视台的干部职
工们拿着扫把和水管搞起了清洁卫
生，原本布满灰尘和落叶的地板，不一
会就变得光洁发亮、干净整洁。“看着
干净的办公环境，心情都变愉快了。”
琼中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陆娟笑言。

以整治城镇“八乱”为抓手，琼中针
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有碍观瞻、影响
城市形象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重
点抓好居民小区、机关单位、主次干道、
大街小巷、城中村、建筑工地、拆迁场
地、园林绿地、城乡结合部、城区出入
口、老旧村庄、棚户区等地的环境卫生
死角、“脏乱差”“牛皮癣”等问题的整治。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琼中每次
“周末环境卫生”大清理大整治活动都

要清运垃圾约150余吨，城乡环境质
量明显提升。

群众文明卫生意识明显提高

从不再乱扔垃圾到主动参与环境
卫生大整治，琼中将“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作为一项常态化活动，不断掀
起大清理大整治热潮，正让全社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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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已经连续自
发参加了三四次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志愿者李金凤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经
过几次大规模的大整治，她感觉街边
街角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群众
的文明卫生意识也明显有了提高。

在琼中中平镇南茂村七步水景区，
由乡镇、驻村干部和村两委、脱贫户、村
民等80余人组成的“南茂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志愿清洁队伍，会在每周六
拿着自家带来的扫帚、簸箕、割草机、垃
圾袋等工具，定时有序开展大扫除活
动。“其实根本不用村干部动员，现在大
伙一看到哪里有垃圾，都会自发清理干

净。”南茂村村民马小红坦言，爱护自己
的生活环境，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良好的卫生习惯逐渐养成，还需
常态化考评机制“加把火”。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琼中各乡
镇会结合各地实际研究制定村级环境
卫生清理整治考核评比方案，通过悬
挂流动小红旗和评选“文明卫生户”

“美丽庭院”“环境卫生红黑榜”等形
式，定期组织开展村与村、队与队、户
与户等评比活动，形成“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并落实红榜农户贷款优惠
政策，鼓励利用集体收益向红榜农户
进行奖励。“与此同时，县爱卫办和县
农居督导办还成立督导检查组，分组
下沉到各单位、各乡镇、各自然村进行
明察暗访，对思想不重视、措施不落
实，特别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乡
镇和单位按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给予
问责。”在琼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琼
中农居督导办主任石全看来，通过制
定切实可行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方
案，琼中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
意识，正确保“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取得实效。 （本报营根5月16日电）

琼中集中整治突出问题，党员干部带头,全民参与

整治城镇“八乱”齐心扮靓家园

打造“链上海南”
区块链产业生态
◀上接A01版

我省还将鼓励区块链核心技术研发，支持高
校、在海南注册落户的重点企业，以提升区块链安
全性与运行速率为目标，围绕满足商业大规模应
用的需求，每年评选一批区块链关键技术和创新
应用优秀科研项目。

实施区块链应用示范揭榜工程

我省将在商品溯源、版权保护及交易、数字身
份、财务管理、电子证据等领域策划公布一批区块
链应用示范工程，面向全球开展揭榜活动，遴选产
生的优秀企业在海南注册落户的，可按市场化方
式向省工业和信息产业投资基金予以推荐。

我省还将探索“区块链+金融”沙箱监管机
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给“区块链+金融”新业态
发展提供宽松的创新环境。

此外，我省将打造区块链产业集群，支持海
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开
展项目孵化、区块链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优
秀团队和优质企业引进、区块链国际合作和创新
创业活动举办等，加快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
试验区建设，培育发展区块链新业态，打造特色
产业集群。

《措施》试行期限为三年，期满后根据执行评
估效果进一步修改完善。

◀上接A01版
三亚国际免税城、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海口美兰
机场免税店和琼海博鳌免税店针对海南“消费一
码通”用户推出专享礼遇，用户只要打开“消费一
码通”即可领取海南离岛免税100元现金优惠券，
不设消费门槛，四店通用。

截至目前，海南“消费一码通”商家共发券超
过80.6万张，已领券约30万张，不少消费者通过
该平台，享受到便利和实惠。

“真划算！免税店里的化妆品原价比市面价
低不少，而且不少品种打七五折，用海南‘消费一
码通’专享香化类优惠券还能再优惠，不在店里多
买点真会觉得亏。”近日，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享受“购物之旅”的湖南游客吴瑞感慨道。

“消费一码通”平台还会有哪些新玩法？“我们
将结合自贸港政策优势，从创建国际一流的旅游
消费环境着手，顺应消费需求新变化，鼓励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满足海南岛内居民和进岛
旅客进口日用消费品购买需求，将‘消费一码通’
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公众消费平台。”省商务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

一码在手 全岛惠购

澄迈参军村

村民主动大扫除
村颜越来越靓丽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大家沿着这条路，一直扫到月亮湾风景
塘。”5月15日上午10时许，在澄迈县永发镇参
军村村委会门前，参军村党支部书记曾令飞号
召村“两委”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党员群
众等十余人，拿起扫把、锄头等工具，参加“爱
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
大扫除活动。

大家沿着环村路，向村边的月亮湾风景塘一
路清扫落叶，清除野草、垃圾。月亮湾风景塘岸边
以及附近一块空地上长满了野草，村干部和群众
一行人在此停下来集中除草。看见村干部们干得
热火朝天，在家门口纳凉的村民陈桂玉急忙拿着
扫把、簸箕加入进来。“不只是我，大家都很自觉，
村庄打扫干净了，我们住得也舒服，傍晚去池塘边
散散步，多惬意。”陈桂玉说。

参军村风景美如画：池塘碧波荡漾，红花绿叶
掩映居民楼，环村路一尘不染。曾令飞介绍，参军
村2015年开始建设美丽乡村，澄迈县委、县政府
投入500余万元，村委会自筹500余万元资金，拓
宽了村中的水泥路，安装了路灯，种上了花和树
木。如今的月亮湾风景塘，就是那时开辟的一处
小景点。

“把草除掉了，路也变宽了，池塘边的风景
变得更好看了。”站在月亮湾风景塘岸边，71岁
的村民曾令急看着大家的劳动成果高兴地向海
南日报记者介绍，每逢节假日，周边村庄的村
民、本村的年轻人都爱邀约亲朋好友来池塘边
休闲、垂钓。

曾令飞介绍，自从参军村建成美丽乡村之后，
村民们维护村中环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直都
很高。如今村中7个贫困户担任保洁员，负责村
庄的日常保洁。近两个月来，参军村党支部利用
党日活动，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时，不少
村民都积极主动地加入进来，村庄的颜值也越扮
越靓了。 （本报金江5月16日电）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15日12时-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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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2

16

14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