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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白沙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瞧，我们的街道、社区现在多
干净！这样的居住环境，生活也舒
心。”6月5日下午，文昌市文城镇沿
江社区网格长李前一边检查社区卫
生情况一边骄傲地说道。连日来，
文昌市借力网格化管理机制，积极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持续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当天，在沿江社区，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不少人操着扫帚打扫卫生，
干得热火朝天，这些人当中，除了网
格员，还有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和
自发参与的群众。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组织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集中打扫社区卫生
死角，整治垃圾随手乱丢、车辆乱停
放等问题。”李前说，而作为网格员，
则会每天在自己的网格范围内巡逻，
督促纠正不讲卫生的不文明行为。

据了解，为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文昌市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
国家卫生城市以来，就将文城镇的11
个社区8个村委会中的47个城中村，
以及社区周边城乡结合部等区域，进
行了网格化管理范围的划分，以社区
（村委会）为依据，设一级网格24个，在
一级网格内划分二级网格点128个，
每个网格点安排网格长、包点镇领导、
社区（村委会）负责人和网格管理员
（社区/村干部）、驻格单位，为全市255

个社区和行政村配备爱国卫生管理人
员，大力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沿江社区居民韩雪玲告诉记者，
近来，网格员在巡查环境卫生时，还
常常向居民宣传“爱国、爱海南、爱家
乡、爱家庭”的理念，提倡全民携手共
同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韩雪玲还注意到，不知不觉间，
家乡的市容市貌也发生了大变样：供
电箱上的“牛皮癣”小广告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栩栩如生的彩绘；凹凸不

平的路面被填平整了，市民们坐车不
颠了；农贸市场等地长期乱停乱放的
车辆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连背街小巷
的卫生死角也干干净净。

“卫生环境整治是一项长期的工
程，需要全民参与，建立网格化管理机
制，有利于强化基层社区干部的责任
感，形成常态化的工作管理机制，通过
宣传发动，也能提高全民共治共享卫
生健康环境的意识。”文昌市副市长
何欢宝表示。（本报文城6月6日电）

“牛皮癣”小广告不见了，凹凸不平的路面填平了，背街小巷卫生死角干净了

文昌网格化管理让城市更靓丽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兰兰

“很荣幸获得‘清洁家庭’评比活
动的优秀家庭，我将继续保持良好的
卫生习惯，让自己的小家和大山村变
得更美丽。”日前，在定安县龙门镇大
山村举办的“清洁家庭”表彰大会上，
该村村民秦文菊作为获奖家庭代表
上台发言。

今年4月，大山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开始着手策划开展“清洁家庭”评
比活动，从最初的制定方案、细化评
分标准，到向村民发放“清洁家庭”评
比活动宣传单，再到走村入户，发动

村民参与，最终大山村委会大山村、
木田村、清水塘村、帮头村等4个自
然村192户家庭参与此次活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5月 20
日，大山村委会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
定安县妇联、村“两委”干部、各村民
小组组长，三人一组，分别走进参加
评比的 192 户家庭中进行现场打
分。最终选出优秀家庭25户，较好
家庭28户，较差家庭8户。

“现在大山村变得越来越干净
了，村民都很积极，平时工作队的队
员下村看到哪里脏乱差，村民就会自
发地打扫干净。”大山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吴焕容说道。

如今的大山村，干净整洁的水泥
道路和农户的房前屋后，掩映着绿树
红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景
画，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大山
村良好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工作队
的努力以及当地群众自觉主动积极
参与是分不开的。

据介绍，自2019年 2月大山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成立以来，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为工作队狠抓的重点工
作。为此，乡村振兴工作队每星期都
会组织一个自然村进行大扫除，每户
出一人，与镇包点干部、村“两委”干
部、保洁员一起对自然村的村道、环
村路、卫生死角进行彻底清扫。

最初组织自然村进行大扫除的时
候，大山村委会大部分村民很积极，但
还是有个别人“不上心”。经过大山村
委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多次走村入
户进行交流，慢慢地改变了他们的思
想观念，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环境保护从娃娃抓起，我们每
个月还会在大山村学校开设一次爱
国卫生讲座，给孩子们从小培养爱
国、爱家乡、爱家庭和爱干净的意
识。”大山村委会副主任王文佳说。

有了这些工作基础，在乡村振兴
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发动“清洁家
庭”评比活动时，村民的呼声很高，就
连家里的孩子们都跃跃欲试，4个自

然村除了搬到镇上的住户，其他的村
民全家出动参与这次活动。

不仅如此，因为大山村委会村民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勤劳、爱干净的习
惯，2019年以来，该村委会已连续两
年被评为“海南省卫生村”。

“我们将以此次‘清洁家庭’评比
活动为契机，紧紧围绕全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和乡村振兴工作大局，以‘清
洁家庭’户为标杆，鼓励村民积极投
身到改善人居环境中，为家乡实现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
量。”龙门镇委书记潘在河说。

（本报定城6月6日电）

定安大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策划开展“清洁家庭”评比活动

以点带面 助推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全省累计建成
农村卫生厕所146.57万户
覆盖率达到99.1%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南省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
与农村公厕建设培训班获悉，今年以来截至
5月20日，全省农村无害化厕所开工14.66
万户，开工率92.4%；竣工13.72万户，竣工率
86.5%。全省累计建成农村卫生厕所146.57
万户，覆盖率达到99.1%。

《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年)》指出，“到2020年全部完成
农村改厕工作”；《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要求，合
理选择改厕模式，完成24.85万户农户厕所无
害化改造，同步实施厕所粪污治理。2018-
2020年，每年完成20%、35%、45%的任务量，
即分别为4.97万户、8.7万户、11.18万户。

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农村厕所改造分为农村户
厕和公厕改造两大类型。目前工作的难点主
要是不少村庄由于早期缺少规划，在公厕建
设用地上较难协调。另一方面则是没有建成
长效的管理维护机制。“我们将争取2020年
6月底前，全省农村公厕要实现长效管护，达
到‘建好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的目标。”

本次培训班由省农业农村厅举办。

龙华区入户开展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向试点居民发“两桶一袋”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
记者刘伟）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获
悉，该区2日在辖区颐华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试点工作，并为4户试点居民发放“两桶一
袋”，暨厨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和可回收袋，
通过上门宣传、示范指导、科学施策、部门联
动等方式，引导试点家庭做垃圾分类参与者、
践行者，提升垃圾分类的认知度和参与率。

在入户家庭，垃圾分类指导员现场讲解了
“两桶一袋”的投放方法。“其他垃圾主要投放纸
巾、废弃化妆品、毛巾、牙签等；厨余垃圾主要投
放鱼骨头、瓜果皮、剩菜剩饭；一袋是指可回收
物，主要投放报纸、旧书本、饮料瓶、纸箱。”垃
圾分类指导员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让居民
掌握垃圾分类方法，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
并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日常垃圾分类难题。

同时，按照住建部“四分法”，垃圾分为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4个
类别，龙华区还在试点小区添置收集标准容
器，张贴分类标识，方便居民准确投放，同时
抓好分类清运和处理，使分类垃圾全部得到
规范化处置。

多措并举推进“厕改”工作

全县已有4964户
开工修建农村卫生厕所

本报牙叉6月6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
讯员熊文汇）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白沙黎族
自治县住建局获悉，截至5月底，白沙全县已
有4964户开工修建农村卫生厕所，其中新建
4763户，完成省有关部门下达新建任务的
130%，且已有3806户竣工。

据悉，为加快白沙厕所改造验收速度，推
动厕所吸污及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白沙住
建局等部门近日在元门乡翁村举行全县农村
厕所户厕验收、化粪池吸污及粪污资源化利
用现场会，对样板户厕验收标准进行讲解，并
结合当前“厕改”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一进行答疑。按照工作计划，白沙将结合
各乡镇各村各户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施

“厕改”方案，保证在“无害、经济、适用”的原
则下，提升群众对“厕改”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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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6月6日早上7点，昌江黎族自
治县昌化镇光田村委会靛村的广播
喇叭响起，“今天全村搞环境卫生大
整治，请每户安排一个人出来搞卫
生。”广播后没多久，只见村民们陆陆
续续出来，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拎着
扫把，来到村里的文化室前面集
中。在村干部做简单的安排后，村民
们四处散开，锄草的锄草，打扫的打
扫，开始忙活起来。

老老少少齐上阵

在人群中，今年已85岁高龄的
钟拜壮阿婆弯着腰，用手拔地上的杂
草。“阿婆，您年纪都这么大了，为什
么还出来搞卫生。”海南日报记者
问。“村里规定，每次搞卫生每户安排
一个人参加。我还能动，当然要参加
了。”“参加劳动的村民中钟阿婆还不

是最老的，上次搞卫生有位88岁的
阿婆也出来扫地。”光田村党支部书
记李德敢说，村里的老人不但参与搞
卫生，还给居住在县城的小孩打电
话，叫小孩回来参加。

“几个月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我
们镇村干部、保洁员忙得满头大汗，
村民连看都不看。”昌化镇驻靛村干
部张卫笑着说。

是什么让靛村的村民从袖手旁
观到主动参与呢？“主要是大家的努
力付出，感动了村民。”张卫说，以前
村里搞环境卫生整治，只有驻村干
部、村“两委”干部、保洁员、贫困户和
村民代表参与，其他村民从不参与。
今年3月，省里部署开展“爱国、爱海
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
后，他就跟村干部商量，对全村环境
卫生进行大整治，把村里的残垣断
壁、石头堆、陈年垃圾等清理掉，彻底
改变村容村貌。

“你之前没来过，村里村外都是
一堆一堆的石头，都是村民拆老房子

留下的，舍不得扔，房前屋后，村巷两
旁，堆得到处都是。”张卫说，“还有村
前的空地，杂草丛生，堆积着不知道
有多少年的生活垃圾。”

全村140户每户都参与

整治村容村貌的计划得到了镇
里的同意，安排经费予以大力支持，
用于雇用挖机和货车清理垃圾。从
3月28日到4月13日，除了清明节
这几天停工外，其他时间一直忙个不
停。一开始村民们不闻不问，慢慢
地，个别村民看到镇和村的干部每天
忙得满头大汗，帮自己清理垃圾后，
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主动参与帮忙。
慢慢地，参与的村民越来越多。最
后，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全村
140户，每户出一个人参与劳动，全
村一起努力，建设美好家园。

“一开始时，我们认为，这是他们
干部们的分内事，可是看到他们每天
为了我们村干得这么辛苦，大家很是

感动，你说，人家图的是什么？还不
是为了我们。”村民黄秋爱说，“电视
也播了，每周六县领导还带头上街搞
卫生，这是我们自己的村，我们为什
么不参与呢？现在村里干净了，看着
很舒心。”

经过几次大整治，靛村变干净
了，原来围村的乱石被清理完毕，剩
下的小部分被垒整齐，村巷也看不到
乱排的污水，村里村外种上的三角梅
也开始长出了花。

“上次我来靛村，还以为走错了
路。”靛村的大变样让昌化镇党委书
记张周胜十分惊讶，去年底他到村里
调研时，村里的脏乱差问题很突出。
经过整治，不但村里变干净了，村民
们的卫生习惯更是有了大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靛村的外出干部
对村里的建设很是热心，除了主动回
村参与劳动外，还发出倡议，动员外
出干部及在外打工的青年捐款，建设
家乡。为了把种下的1200株三角梅
养护好，村里用捐款专门雇了两位村

民看管。“我们准备动员大家捐款，在
村里种上几百株酸豆树。”外出干部
朱新明说。

在昌江，像靛村这样村民主动参
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村庄还有很多。

这得益于昌江县委县政府两年多
来，坚持每周组织全县各单位卫生大
扫除活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据了解，自2017年10月正式启动创
建文明城市工作以来，昌江紧紧围绕
建设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把创
建文明城市作为重中之重，坚持高位
推动，成立了由县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和海钢海矿党委书记共同担任组长
的“创文”工作领导小组，并抽调36
名精锐干部组成“创文”工作指挥部，
同时规定每周六为“双创双修日”，县
四套领导班子带头上街搞卫生，全县
各单位各乡镇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从而有效推动“创文”工作和“四
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有序开展。

（本报石碌6月6日电）

昌江昌化镇靛村发动家家户户开展卫生大整治，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清理垃圾，村民不再当看客

人人动手
扮靓村庄

近日，昌江黎族自
治县昌化镇靛村村民主
动参与“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对全村环境卫
生进行大整治，把村里
的残垣断壁、石头堆、陈
年垃圾等清理掉，扮靓
村容村貌。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摄

238个村队生活污水
处理点有专人管护

本报牙叉6月6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妙瑾）“最近天热，村民生活用水较多，但咱村
的生活污水经过净化处理后，就能环保排放
了。”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尔信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点，村民董永平在检修好
设备之后，不忘将周边的枯枝落叶打扫干净。

驻村扶贫干部卓书成介绍，尔信村共有80
余户农户，自2018年建成投用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以来，每天可净化处理大约45吨生活污水。

近年来，白沙累计投入约5.3亿元开展全县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已完成251个村队生活污
水处理工程建设，有211个村队正在施工，未建
设的33个自然村已经完成初步设计概算编制，
170个农场连队正在设计阶段。目前，白沙238
个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均已由乡镇安
排当地村民等管护人员负责日常运行与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