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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ohol 酒精
sanitizer 消毒剂
disinfectant wipes 消毒湿巾
wipe 擦、抹、拭
hoard 贮存，囤积
They have begun to hoard face

masks.
他们开始囤积口罩。
She can’t help hoarding facial masks.
她忍不住要囤面膜。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自贸英语

Work toward greater openness in
modern agriculture，high- tech industries
and modern services， and accelerate
opening in key areas such as seed indus-
try，medical service，education，tourism，
telecommunications，internet，culture，fi-
nance， aviation， marine economy and
new-energy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深化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
外开放，在种业、医疗、教育、旅游、电信、互联网、
文化、金融、航空、海洋经济、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重
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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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至4月海口空气质量
位列全国重点城市之首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习
霁鸿）5月18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了
2020年 1月至4月全国空气质量状
况，海口空气质量位列全国168个重
点城市之首。

据悉，1月至4月，全国337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4.8%，同比上升5.0个百分点；129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同比增
加26个。

海职院结对帮扶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陈
蔚林）为积极应对疫情对毕业生就业
产生的影响，切实帮扶湖北高校毕业
生顺利就业创业，教育部日前启动实
施了全国高校与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一帮一”行动。在第二批

“一帮一”行动中，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与湖北艺术职业学院结对。

目前，结对高校正在协商制订帮
扶协议，帮扶行动时间定为今年5月
至9月，并将根据疫情防控安排适时
调整。支援高校将与受援高校在充分
协商基础上，在共享就业岗位信息、共
同开拓就业渠道、共同加强就业指导、
共同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共同提高管
理水平等方面建立帮扶机制，促进受
援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

5月17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5月17日0时至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
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0例。

截至5月17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9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
现住院病例1例（境外输入），死亡病例6例，出院
病例162例。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783人，已解除
医学观察6681人，尚有102人正在接受集中医学
观察。

截至5月17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4例，当日新增转为确诊0例，当
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累计解除隔离29例，尚
在医学观察5例（4例湖北输入、1例本地）。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 陈尾娇

“傍晚时分，这里可热闹了，大
人小孩都喜欢来这里玩。”5月 18
日傍晚，在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道
土尾村一个新建的街心公园内，村
民符春丽带着孙子过来纳凉。今
年4月，美兰区实施社区“微改造”
项目，成功将该村的一片闲置地

“激活”。昔日脏乱的卫生死角，经

过一个多月的改造，已成为周边居
民身边的“幸福花园”。

“以前这里没人管，有些人把垃
圾往这里丢，却很少见人来清理，时
间久了这里的草比人都高。上个月，
这片土地还是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
荒地。”符春丽说，这块地挨着土尾村
和群旺新村，权属比较复杂，导致上
世纪90年代至今都没有被开发利用
起来。

“社区‘微改造’项目，是美兰区

贯彻落实‘四爱’活动的延伸，以城市
的‘微改造’行动盘活一批闲置土地，
让社区生活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美兰区新埠街道办副主任尹东升介
绍，今年4月，该街道把土尾村和群
旺新村的村干部召集到一起，反复做
思想工作，并逐家逐户走访周边居民
征求意见。最终村民们达成共识，将
其纳入社区“微改造”项目，开发成街
心小公园。就这样，这块4亩多的荒
地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4月20日，街心公园建设动工。
本着“简约、利民、小投入”的原则，新
埠街道反复调整设计方案。荒地平
整后，铺上了经济适用的大叶油草，
并安装了喷水系统每天上下午各灌
溉一次；保留原先荒地里的几株大
树，又栽种了5棵小叶榄树，待成荫
后为居民提供一片清凉的休闲场所；
对荒地内的小径进行水泥硬化，方便
行走，同时购置7件健身器材供村民
休闲使用。整套改造下来，花费不到

10万元。
“微改造”后的街心公园于5月9

日正式开园。荒地变成了绿地，小公
园成了附近居民休闲锻炼的好去
处。自开园以来，每天都吸引着不少
市民前来散步、玩耍，小公园里充满
了欢声笑语。“以前路过看到都嫌弃，
现在看一眼就觉得心情愉悦。”符春
丽高兴地说，以后晚上还要邀请街坊
邻居一起到街心公园跳广场舞。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海口美兰区实施社区“微改造”打造百姓身边的街心公园

小改造换来大改观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绿地绵延起伏，门球场“镶嵌”其
中，挥杆行走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人们很难想象这片生态公园一年前
竟是污水四溢、臭气熏天的垃圾场。
这是5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文
昌市东郊镇中山村看到的一幕。

“这里以前垃圾很多，气味难
闻。村民曾多次投诉，反映环境不
好，影响生活居住。”文昌市东郊镇政

府工作人员姜楠告诉记者，为改善人
居环境，近一年来，文昌市政府相关
部门、东郊镇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加以整治，不仅将之前堆放的垃圾清
理干净，而且打造生态公园，修建了
乡村门球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群众
的休闲体育娱乐生活。

记者了解到，经历了垃圾堆体
整形、铺膜封场、覆土绿化、布置景
观、修筑排水沟、修建门球场等一系
列治理环节，如今中山村的垃圾场
已不见踪影，呈现在眼前的是干净

整洁、满眼绿色的生态公园。不久
前，文昌市还在此举办了老年人门
球交流活动。

事实上，中山村生态公园只是文
昌存量垃圾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
一个缩影。文昌市环卫局局长邢谷洪
告诉记者，文昌全市共有20处非正规
垃圾堆放点，垃圾总量约63.25万立方
米，总占地面积约215.5亩，分散于各
乡镇、农林场。因种种因素制约，这些
垃圾场长期裸露堆放、无专人管理，且
均未采取防渗、导排及渗滤液处理等

环保措施，对所在区域的水质、土壤及
周围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为整治好存量垃圾，文昌市经过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最终结合实际，
采取“一处一策”举措，展开了生态环
境修复工作。例如，对低风险等级的
垃圾堆放场，采取就地简易封场的方
式进行治理；对中风险等级的生活垃
圾堆放场，采取“就地简易封场+增
设环保措施”的方式进行治理；对高
风险等级的生活垃圾堆放场，采取

“筛分减量+异地处理”的方式进行

治理。此外，还有采取“就地倒库+
建设标准填埋场+规范封场”方式进
行治理的垃圾场。目前，各垃圾堆放
场整改任务已基本完成。

“保护青山绿水，造福社会民众，
功在当代利及千秋。”邢谷洪表示，文
昌市将进一步总结经验，积极探索生
态修复的新思路、新方法，力争在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导入运动健
康元素，创新生态治理和产业融合发
展新模式，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本报文城5月18日电）

文昌整治20座存量生活垃圾堆放点

治理“垃圾场”建起“生态园”

省博物馆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

非遗文创直播展示
线上展览如临其境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娟娟）今年5月18日是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当
天，国际博物馆日海南主会场活动在海南省博物
馆举行。省博物馆举办了丰富多样的线上展览及
直播活动，以新的模式与观众互动交流。

今年的5月18日正是海南省博物馆IP形象“南
溟子”诞生一周年的日子，省博物馆正式启动《南溟
奇遇》大型动画系列短剧。当天上午，《误入仙境
——琼崖历史风俗巡礼（数字馆）》也正式开馆，以数
字化手段还原黎族先民的生活、生产、交易场景。

省博物馆还于当天下午在其官方微博开启
“云游海博之把文创带回家”直播，邀请非遗传承
人现场展示制造技艺，带领观众领略海南非遗的
精髓，探索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解锁文创“直播+
销售”新形式。

为加强馆校之间的互利合作，当天，海南省博
物馆与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并举行馆校共建实践教学与就业见习基地
揭牌仪式。

5月17日，俯瞰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鹦哥岭保护区，宛若丝带的盘山公路蜿蜒盘旋在茂密的树林间，在蓝天白云
映衬下别具风韵。

据了解，我省森林面积从建省初期的1938万亩增加到目前的3204万亩，森林覆盖率从38.2%提高到62.1%，实
现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三增长”。

今年我省计划完成造林绿化10万亩，通过“见缝插绿”尽可能增加绿量，并加强森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提高森林质
量，用生态绿色绘就发展底色，让海南的好生态更加吸引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丝带”穿林过
绿意漫琼岛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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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海口海甸支行营业部获评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
日前，工行海口海甸支

行营业部被中银协评为
“2019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
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并
举行了揭牌仪式。这是今年
海南唯一荣获“百佳”称号的
网点，也是工行海南分行连
续两届喜获“百佳”荣誉。该
网点始终以“争一流业绩，创
一流服务”为目标，积极践行
“客户为尊 服务如意 员工
为本 诚信如意”的核心理
念，锻造以“诚以致信、诚以
待客、诚以聚力、诚以共赢”
独具特色的“诚”字服务文化，
认真落实文明规范服务要求，
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成为中国
银行业服务标杆网点。

优化网点服务环境

为了给客户提供一个舒适的服务
环境，该网点从客户需求出发，改善网
点硬件配备，重新设计改善网点环境，
将“诚”文化元素融入网点硬件装修
中，增设茶吧、书吧，提供更加舒适的
业务洽谈环境，并改造升级爱心驿站、
母婴室，服务特殊人群。同时，设立智
能银行体验区，配备智能机、网银机、
回单机、iPad等电子设备，开通WiFi
信号覆盖网点营业区域，精心提供雅
致、舒适、温暖的服务环境。

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为了给客户提供更人性化的服
务，该网点重视与客户的每一个接触
点，通过落实“柜面服务礼仪”“六个一
尊客标准”“六禁六要服务要求”的常

态化监测；建立客户档案，在节日、客
户生日等时间节点送去问候；为企业、
部队、学校开展上门服务；举办沙龙、
亲子活动、讲座、“金融知识万里行”等
活动，让每一位客户充分感受到“客户
为尊”的优质体验。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为了紧跟时代发展需要，该网点
主动拥抱智能化潮流，不断创新金融
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更快、更好、更
舒适的金融服务。该网点率先实现了
智能化模式下的人员结构改革，实现
网点服务资源的动态供给，并通过融
e购、融e联、融e行等重点产品为客
户提供全天候移动式金融服务，并创
新性地在全网点推广“有道翻译官”手
机软件，可提供40多种外语的即时翻
译，再辅以网点人员的英语服务，基本
实现了外籍客户无障碍交流，形成了

网点多层次的外语服务体系。

打造高效服务团队

“只有满意的员工才有满意的服
务”。该网点坚持“诚以聚力，员工为
本”的管理思路，实行人性化管理，提
升员工满意度，打造优秀的服务团
队。通过定期举办服务文明规范、业
务技能、营销技巧等方面的培训活动，
提高员工服务客户的综合能力；通过
建立岗位后备库制度，拓宽员工的成
长空间，打通员工成才道路；通过组织
员工集体生日会、快乐晨会，打造“职
工小家”等日常活动，缓解员工压力；
通过设立文化墙，展示员工心声、宣传
服务典型等，不断增强团队凝聚力。

铿锵踏歌潮头行，诚启百佳又日
新。该网点将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秉承“服务如意，诚信如一”的服务文
化，聚力笃行开创金融服务新篇章。 工行海口海甸支行营业部举行“2019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揭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