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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罗带河罗带桥路段，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保洁环卫工人正在清
理河道垃圾及杂草。“我主要负责罗带
河一带的保洁工作，清理河里漂浮物
以及河道边的垃圾。”锦江生态东方项
目公司水域部环卫工人张少英说。

自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
以来，东方委托锦江生态东方项目公
司承担“两河四沟”的河道保洁任务，
主要对罗带河、北黎河、中心排水沟、
竹金沟、老福根沟和龙须沟进行保洁。

5月6日上午，东方水务局等部门

对八所城区中心排洪沟进行河道集中
清理，对河道里的淤泥、沙石进行清
运，进一步巩固河长制整治行动成果，
净化水环境。

由于中心排水沟河道内常年积聚
淤泥，附近部分居民乱排污水、乱丢乱
扔，导致沟里垃圾堆积、恶臭难闻，严
重影响水质和水环境。为加大环保力
度，东方相关部门采取城乡环卫一体
化和聘用第三方劳务公司，通过常态
化保洁和定期清淤方式，确保中心排
水沟水流畅通，河道干净整洁。

同时，东方印发《东方市开展大气
污染防治“六个严禁两个推进”专项工
作实施方案》等方案，明确大气环境职
能部门职责、工作目标及工作期限，排
查石化、化工、工业涂料、包装印刷、油
品储运销等5个行业，开展降碳考核
及老旧车辆淘汰治理工作等，打好蓝
天保卫战；完成农用地点位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的踏勘、采样等工作，加强工
业园区土壤环境管理以及固体废物环
境管理等，打好净土保卫战。

为提升城乡生态环境，东方围绕

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为重点，采
取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全力打好净空、
净水、净土攻坚战，让东方的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

东方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此
次取得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成效为契
机，切实把“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与
村庄清洁“春夏战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城市“三创”等工作紧密融合，定
期组织开展卫生环境大整治，带动群
众建立美丽家园，助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 （本报八所5月17日电）

东方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城乡环境卫生服务质量

全力追求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麦凤完 符尉晴

“您家庭院的鸡屎要及时清理，您
家的生活污水不要随意排放，可先排
放在无害化卫生间……”5月13日，
东方广电“市民观察团”对四更镇四而
村、大新村、四必村等村庄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进行回访。

在四更镇大新村，有的村民家中
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到路面上，有少部
分村民将家禽养在自家庭院里，庭院
存在“脏乱差”现象。“村民家的院子空
间不大，却在其中养一些家禽，若不及
时清理家禽粪便，非常影响环境卫

生。”东方广电“市民观察团”成员王焕
庆说，他正督促、引导村民及时清理庭
院。他认为，整个村庄的整治效果不
太明显。

为配合东方市委、市政府做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东方创新工作
模式。去年9月，由东方市广播电视
台牵头，组织成立东方广电“市民观察
团”，该观察团主要由东方“候鸟老人”
和市民组成。以“市民评议+电视台
报道”的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媒
体监督作用，对各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整改。

东方广电“市民观察团”负责人符
硕表示，去年9月至11月，东方广电

“市民观察团”分别深入到全市10个
乡镇和华侨经济区，就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开展宣传、督导、评议活动，
通过现场观察、现场评议等方式，积极
寻找农村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原因。
今年4月，结合“四爱”卫生健康大行
动，东方广电“市民观察团”再行动，启
动第二轮工作，对去年发现的环境卫
生较差的村庄进行回访，现场沟通，督
促整改不到位的村庄及时改进。东方
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跟随记录并进行
跟踪报道。

近日，东方广电“市民观察团”还
回访了华侨经济区的大坡、王外、长
坡等基层连队的人居环境整改情况，

发现当地环境卫生经过整治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

“去年，华侨经济区大坡队是脏乱
差的，村民庭院不整洁，道路不干净。
现在，这里的环境卫生状况明显好转
了。”东方广电“市民观察团”成员吴兴
利说，他对华侨经济区大坡队环境卫
生发生的变化连连称赞。

“我们每天都把地扫干净，家里变
得干净整洁，住得也舒心。”华侨经济
区大坡队村民韦亚玉说，经过观察团
的监督和当地政府的引导，她的环境
卫生意识得到提高，开始主动维护庭
院环境卫生。

“我们到村里给群众做了大量的

思想工作，引导他们进行常态化清
扫。”东方市华侨经济区大坡队党支部
书记马朝光说。近来，华侨经济区通
过干部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红黑榜”
评比、集中整治等方式方法，把环境整
治工作落实到行动上，让群众由“站着
看”转变为“跟着干”“自觉干”，持续改
善乡村环境。

据悉，东方计划在年底进行现场
评议打分活动，评比出“最美村庄”，进
一步推动东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更上新台阶，致力打造“干净、整洁、有
序、靓丽”的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本报八所5月17日电）

东方以“市民评议+电视台报道”方式发挥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作用

创新工作模式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主城区“两违”地基集中清理行动

再打“两违”违建5处
本报八所5月17日电（记者张文君）为做好

“销存量、无增量、控变量”工作，自4月27日起，
东方持续开展主城区“两违”地基集中清理行动。
5月14日，东方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滨海北
路、解放西路、东港路等路段的5处“两违”违法
建筑进行拆除，拆除违建面积约865.4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拆除5处违建，均为地
基，其违建户均未取得规划许可等合法手续擅自
施工建设。执法人员多次巡控制止无果，违建业
主仍屡教不改，继续偷建抢建。东方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秉持严肃执法原则，对新增违建“零容
忍”，对新增违建及时依法拆除，发现一起，拆除
一起，以达到“拆除一处，震慑一片，教育一方”
的目的。同时，对违法萌芽及时扼杀，减少违建
业主的经济损失。

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东方将坚持严厉打击违建行为，进一步规范建
设秩序，提升东方宜居宜业宜游滨海花园城市
形象，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出东
方贡献。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今年4月27日启
动主城区“两违”地基集中清理行动以来，截至5
月14日，东方市总共拆除地基及一层违建共36
宗，面积5744.98平方米。

137条小街小巷
硬化工程加紧推进

本报八所5月17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符啟慧）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东方市市政园林
环卫事务中心获悉，自启动2019年黄土裸露整
治硬化工程后，东方市今年启动137条小街小巷
改造硬化工程，总长度28公里，硬化面积达到
15万平方米，截至5月17日施工进度已达50%，
正加紧推进。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八所镇城区的安居
路、安龙街等地的小街小巷施工现场看到，挖机正
在繁忙作业，施工人员正进行雨污管道施工，工地
现场紧张有序。

“以前这条小巷道路泥泞不堪，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居民
卢瑞锡说，“期待小街小巷改造工程尽快完工，
这是对老百姓很有益的好事。”

近年来，东方结合创卫工作要求，相继在八
所城区启动小街小巷改造硬化工程，重点对居
龙新村、福耀村等城乡接合部的土路进行硬化
和排水改造。改造硬化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
提升东方的城市面貌，加快文明城市创建步伐，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和市民出行条件，让市民群
众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 近日，在东方市八所镇城区干道上，洗扫车正在清扫路面。
（锦江生态东方项目公司供图）

287名河湖专管员守护绿水青山

“河长制”助推“河长治”
本报八所5月17日电 （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符啟慧）“之前，这条沟很脏的。现在变得干
净了，看起来挺不错，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好好
管理这条沟，保持沟渠洁净。”近日，在东方市大
田镇顿冲沟，河湖专管员胡开良像往常一样，拿
着垃圾袋，细心清理着沟渠内的垃圾。

像胡开良一样的河湖专管员，守护的正是东
方的绿水青山。如今，走近大田镇内的河湖，碧
波荡漾，河道两旁的绿植郁郁葱葱，河道俨然成
了一幅田园画卷，村民们也有了休闲的好去处。

“近两年来，镇里有了河湖专管员，他们基本
上每天都会清理河湖内的垃圾和杂草。现在，镇
里河湖上的漂浮物渐渐没有了，水面上的垃圾也
基本看不到了。”大田镇长安村村民陈荣明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河湖环境变好了，大伙都喜欢饭
后来到河湖边上漫步散心。”

据了解，随着“河长制”工作的开展，“河长
制”工作也在基层乡村“落地生根”。目前，东
方全市共有河湖专管员287名。河湖专管员让
东方的水生态、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让东方的
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

近年来，东方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行生态环保负责制，加
快生态复绿工作，同时，以“河长制”促进“河长
治”，倾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湖
生态靓景。

八所中心排水沟
开展“清河行动”
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愿景

本报八所5月17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符啟慧）近日，东方市水务局联合八所镇政府对八
所中心排水沟开展“清河行动”，以实际行动改善
东方河湖水生态，以期逐渐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愿景，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亲水近绿
的生态环境。

清河现场，大家头顶烈日，发扬“不怕脏、不
怕苦”精神，分工明确，干劲十足，有的干部群众
直接到沟里用锄头等工具清理滞留的淤泥和生
活垃圾，有的则仔细清理河岸边的塑料袋、杂草
等垃圾。

东方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加强河流日常巡查和管理，定期巡查，及时发现
问题，积极进行整改，共同保护好水资源、改善水
生态环境。同时要加大水污染防治宣传力度，提
高居民素质，激发全民参与热情，减少垃圾入河，
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愿景，让人民群
众得到更多的生态福祉。

⬅ 5月12日，在东方市大田镇，环卫工人正在清扫村道。
本报记者 张文君 摄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远处，青山蜿蜒连
绵，苍翠欲滴；近处，公路
宽阔整洁，两旁植被葳蕤
繁茂，河道水质清澈……
如今，走在东方的大地上，
仿佛穿梭在一幅幅风景
画中。

为提升城乡颜值，增
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东方市委、市政
府按照生态建设新要求，
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打造优美人居环
境。通过大力实施“东方
市城乡环卫一体化PPP
项目”，全面提升城乡环
境卫生服务质量，并引入
第三方考评机构，加强监
督管理。今年一季度，经
过考核评分，东方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排名全省第
四，取得显著成效。

那么，东方具体是如
何做的呢？

市容环境整治，怎样才能做到群
众心坎上，发挥长远效益？面对这个
问题，东方给出的答案是，从“面子”到

“里子”，除了迅速见效，要让整治成效
长久巩固，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5月13日上午5时30分，天还未
亮，杭州锦江集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锦江生态东
方项目公司”）跟车员王亚丽和同伴便
出门，前往福民社区，挨家挨户收取放
在门前的生活垃圾，随后，将垃圾投放
在随行的垃圾压缩车内。装满垃圾
后，垃圾压缩车将垃圾直接运往东方
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像王亚丽一样，每日为扮靓东方
城区而不辞辛劳的环卫工人有1600
余人。“公司主要负责各社区和城中村

的垃圾收集清运，每日清运包括生活
垃圾、园林垃圾等各类垃圾260吨左
右，确保城区垃圾日产日清。”锦江生
态东方项目公司总经理贾大为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为有效改善人居环境，该公司采取
“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模式，现
有道路清扫、洒水、收运垃圾、沙滩保洁
等各类作业车辆共有800余辆。其中
道路清扫车19辆，机械作业范围覆盖
东方大道、解放东路、工业园区、高铁站等
主次干道，每日机械化清扫面积达305.4
万平方米，机械化清扫率达91.82%。

5月13日上午，在解放东路，一辆
洒水车用喷枪将路上的垃圾冲到道路
两边，后面的洗扫车则沿着路边护栏，
用旋转扫盘将垃圾吸入箱体。车辆驶

过后，保洁员拿起扫帚清扫未吸走的
垃圾。“这样搭配作业，能提高道路卫
生质量，还降低了道路扬尘污染。”贾
大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同时，严格落
实定人、定岗、定时间、定任务、定标准
的“五定”制度，确保保洁员做好保洁。

据了解，2018年，东方实施城乡
环卫一体化PPP项目，项目分城区和
乡镇两个包，通过社会公开招标向市
场购买服务，中标的杭州锦江集团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启迪城市环境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负责城区和乡镇。
项目实施后，形成了城乡环卫“全方位
覆盖、无缝隙对接、市场化运作、一体
化管理、专业化考核”的新格局。

东方以解决垃圾围城、秩序杂乱
等为重点，全面“清脏”，重点“治乱”，

着力提升。利用市广播电视台、东方
宣传、随手拍APP等媒介，对不文明、
不卫生现象和行为予以曝光和批评，
弘扬讲卫生、讲文明的新风尚，强化广
大市民爱护城市环境、维护市容卫生
的文明意识和大卫生观念。同时，建
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市政园林环卫事
务中心、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
等部门，联手维护城市人居环境。

此外，东方以整治“乱搭乱建”为
重点，加强主次街道、农贸市场等占道
经营、出店经营和流动摊点的管理和
整治，大力整治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拆除破损及乱设置广告牌等影
响城市形象的附着物。“街道私搭乱建
不见了，城区环境变得更好了。”谈起
城市变化，市民吴平高兴地说。

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优美宜居的庭
院，醒目的文化墙……5月12日上午，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东方市大田镇老马
村，眼前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以前，村道上牛粪不少，臭味弥
漫。现在，村道不仅变成水泥路，有了
排水沟，而且更干净，环境好了，生活很
有幸福感。”老马村村民刘成议说，他在
村里生活有40多年，说起如今村里的
变化，他连连称赞。老马村的变化，就
是东方改善村容村貌的一个缩影。

海南日报记者在老马村看到，3

名保洁员穿着橙色工作服、戴着口罩
和帽子在公共区域清扫。“上午5点
50分准时上岗，一直要工作到下午6
点半。”保洁员符清英说，上午8点前
完成普扫，其他时间巡回保洁。同时
将清扫和收运的垃圾投入电动收运
车，电动收运车运送垃圾去镇上的垃
圾中转站，经过压缩后，垃圾被送往市
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一线保洁员1300多人，实现各乡
镇、华侨经济区全覆盖。当前，采用的是

‘户清扫、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垃

圾收运一体化机制，实现日产日清。”启
迪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项目
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城服东方项目公
司”）经理吴伟华说，在当地政府指引
下，将强化农村垃圾分类，逐步实现“户
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模式。

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去年，东方投入128万元，在东河镇冲
南村等3个行政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已竣工验收。启迪城服东方项
目公司印制《致东方市民的一封信》，
在示范点村庄发放，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在分类示范点村庄配备240
升垃圾桶，垃圾桶上喷有分类标识，并
配备了21辆分类收集车。

东方市市政园林环卫事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计划在大田镇、
东河镇、华侨经济区等乡镇建设72个
农村生活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点。

据悉，加强城乡环境长效管理，东
方已委托第三方考评厦门四方德信公
司对中标的两家环卫公司根据作业考
核标准，严格进行“日常考核、月考
核”，按效付费。

整治市容环境 从“面子”到“里子”

改善村容村貌 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提升生态环境 打造“碧水蓝天”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