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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罗鑫

“那大镇主城区的
夜市越来越旺了，能吃
到很多特色美味小
吃。”儋州市那大镇市
民羊秀丽说，“儋州主
城区又跟以前一样热
闹了，城市恢复生机，
我感到很开心。”6月7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
那大镇主城区的那恁
夜市、夏日国际商业广
场美食街露天大排档
等，看到“吃货”颇多，
夜间消费趋旺。

儋州市坚持把稳
就业、保就业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科学规划，
精心谋划，优化夜间餐
饮、购物、娱乐服务，持
续扩大夜间消费规模，
大力发展夜市经济，培
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确
保全市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据悉，今年2月
至4月，儋州夜市经济
已全面恢复、并超过去
年同期，儋州批发和零
售业复苏指数高达
122.02%。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罗鑫 符武月

“每天我都准时准点到垃圾定时
投放点，遇到来倒垃圾的市民，如果
没有把垃圾分类，我就告诉他们如何
分类垃圾，把分类后的垃圾，扔到对
应的不同颜色垃圾桶。市民配合度
很高，也很支持垃圾分类工作。”今年
65岁的志愿者刘洪元通过团市委志
愿者协会，主动报名参加儋州市垃圾
分类志愿活动，6月1日至今，每天劝
导市民分类投放垃圾。

儋州市从6月1日起，试点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时间为6月1日至9
月 30 日，涉及居民住户达 4428 户
17150人；企业、学校、机关单位约2.5

万人，涉及人口约占那大镇主城区人
口的12%。将利用4个月时间，提高
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实
现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全面覆盖，全面
建成垃圾运输体系，使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100%，投放准确率达80%，整
体减量率达30%。10月1日起，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将在全市全面铺开。

据统计，那大镇主城区人均每天
产生的生活垃圾约1.03公斤，全镇每
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360吨，如果不
压缩有近1500立方米。传统“混合收
集—混合运输—混合处理”粗放模
式，既浪费垃圾中的有用资源，又消
耗大量的土地和财政资源。现在实
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对分类投放
的垃圾收集容器，用电瓶车或其他工

具（车）进行短驳收集至统一的垃圾
收集点，归类、分类堆放；分类运输，
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安排分类运输
车及时运走，日产日清；按照每周一
次的频次，上门分类运输有害垃圾及
可回收物到指定处理点。分类处置，
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分别分类运输
至指定处置厂进行无害化处理；有害
垃圾在指定的垃圾中转站进行归类、
分类桶装化密闭暂存，待收集到一定
量后，送至指定有害垃圾处置厂；可
回收物卖给合规资源回收点。

儋州市定时投放分类生活垃圾，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早上6点至8点
半、下午6点至8点半，是市民投放分
类垃圾的时间，每个投放点有2名志愿
劝导员引导市民正确分类垃圾。“剩饭

剩菜是厨余垃圾，请投放到厨余垃圾
桶里，零碎的纸片、尿片等其他垃圾，
放进其他垃圾桶里。”在那大镇武后村
生活垃圾定时投放点，志愿劝导员何
允秋说，改变市民把所有垃圾一起扔
的习惯，提高环境卫生意识，保证所有
垃圾应分尽分。那大镇主城区环境卫
生社会化服务的儋州市美城环境服务
公司负责人胡建伟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在全市18个试点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点，每天有近100名志愿者引导市
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儋州市近日首批放置生活垃圾
分类桶200套，新建和改建垃圾分类
收集屋2间，另外5间收集屋正在加
快建设。18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处
的收集容器全部配送到位。儋州市

环卫局已采购生活垃圾分类桶600
套、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车2辆，将陆续
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设备，对原有的一
些垃圾箱房进行美化、升级改造。

6月3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
联合主办的“健康海南，我是行动者”
公益环保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在那大镇先锋社区举行，向社
区居民宣讲垃圾分类科普知识。儋
州市环卫局全方位多渠道宣传，引导
群众逐步养成垃圾分类习惯，营造全
社会参与支持垃圾分类的良好氛
围。将投资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环保
主题宣教屋，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垃圾去哪了”“垃圾分类宣传片”等
环保知识，供幼儿园、中小学生、市民
参观学习。 （本报那大6月8日电）

加强跟踪督查 协调解决难题

儋州项目建设提速提质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李秋欢）儋州

市压实责任，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积极
对接服务企业，及时解决重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促进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扛
起儋州担当。今年1月至4月，全市51个重点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42亿元。这是6月7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的。

6月3日，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带领职能部
门负责人，到那大镇王桐王龙城中村改造项目、省
道S307乌那线兰洋至那大段升级改建工程、儋州
市污水处理三厂（城东）及配套管网工程、紫荆心理
康复医院项目等施工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遇到的难
题。加强对重点项目的跟踪督查指导，破解重点项
目建设用地难、征拆难，随时掌握建设进度，加强协
调联动，确保全面完成重点项目建设目标任务。

对儋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牵动性的重点项目
工程，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说，各有关部门加强统
筹规划，盯紧目标任务，集中力量，强化协调，确保
重点项目按时加速推进。施工单位合理增加施工
人员、机械设备，在确保安全生产前提下，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城中村改造重点项目是民
心工程、民生工程，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制定
时间表、任务图，强化责任举措，倒排工期，全力确
保按既定时间节点快速有序推进。最大化维护好
群众合法权益，让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儋州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劝导，市民主动配合

分类扔垃圾 环保入人心

东方高考考场
安装346台空调机

本报讯（通讯员文东雅 汤思辉）东方市为考
生创造清凉舒适的考试环境，市民族中学、东方中
学2个高考考点的教室全部安装空调机，346台
空调机已全部安装完毕，分批开始试运行。这是
6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该市民族中学总务副主任林赞满介绍，考点
的每个教室都安装好空调机，正在改造电线线路，
线路改造后，开始调试空调机。学生都对安装空
调机非常期待，感谢有关部门创造良好的学习和
考试环境。学生董烨璜说：“我非常开心，学习环
境有了很大改善，今后一定更加努力学习。”

东方中学60间教室全部安装空调机，目前已
经分时段有序地调试空调机。学校体卫艺室主任
黄浩说：“现在已调试空调机3次，空调机运转情
况良好。学校确保在高考期间空调机正常运转，
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今年高考考点的教室配置空调工作启动后，
东方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配置空调项目
统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空调机安装任务。

儋州开展打击非法采砂
专项整治行动
捣毁2家非法洗砂场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覃凯）儋州市
开展打击非法采砂“利剑”专项整治行动，近日连
续捣毁2家非法洗砂场。今年至今，全市查处11
个镇非法采砂案件42宗，办结4 起破坏生态环
境违法行政案件，行政拘留8人，对破坏生态环境
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

6月1日，儋州市南丰镇政府组织人员拆除头
佑村头佑村民小组一家非法洗砂场。这家洗砂场
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当事人
收到《限期拆除催告书》和《强制拆除决定书》后，
未按要求时限自行拆除，镇政府出动40余人，对
洗砂场面积350余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强行拆除，
捣毁这家非法洗砂场。

近日，白马井镇政府与有关部门联合执法，拆
除在英丰村禾雷新村民小组的1家非法洗砂场，大
型钩机捣毁洗砂场所有生产设备，扣押来源不明的
砂石原料。这家洗砂场去年停止生产并拆除完毕，
近日又偷偷开始生产，从未向相关部门报送环评审
批材料，未取得环评批复，无相关污染治理设备。

昌江严厉打击“两违”
新增抢建行为
依法拆除2处违建舞厅

本报讯（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莹 钟
婷）昌江黎族自治县规范土地管理和城乡建设秩
序，严厉打击“两违”新增抢建行为。近日，昌江综
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县资规局
及石碌镇等部门，依法强制拆除昌江大道电视塔附
近2处违建舞厅，拆除违建面积3400多平方米。

执法人员按照预案，封锁道路，现场警戒，清
理现场，搬离并公证屋内物品，随后，拆除人员和
机械进场，分步拆除违建舞厅。依法强制拆除的
均是未经许可擅自建设经营性场所的新增违建，
1处位于昌江大道电视塔后方，总占地面积23.7
亩，建筑面积1740平方米，执法人员去年12月巡
查发现后，先后多次制止，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但当事人仍继续抢建，属于性质较为恶劣
的违法建设行为；另1处违建位于昌江大道电视
塔对面500米处，昌江综合行政执法局去年11月
依法拆除后，再次重建、偷建、抢建，执法人员去年
12月底巡查发现，当场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

昌江始终保持打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的高
压态势，确保实现年度“销存量、无增量、控变量”
目标。截至目前，全县共销号“两违”图斑5731
宗；消除违建面积131.41万平方米；消除违法占
地1623.5亩。

儋州市有夜间消费的传统。2
月29日，儋州被省有关部门评估确
认为疫情低风险区后，该市以恢复
传统的夜间消费为突破口，推动消
费经济发展，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纾难解困。3月9日，那恁
夜市、西部众人海鲜广场相继复业；
3月12日，全市1623家餐饮企业全
部复业。至今，夜市经济兴旺，带动
商业经济持续复苏，今年4月份，儋
州批发和零售业应税收入同比增长
301.8%，环比增长377.6%。

夜市经济带来大量就业岗位，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百姓的

“饭碗”，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

儋州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
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经济发展
格局，培育一批有特色叫得响的夜
经济品牌，提升城市内涵品质。6月
2日，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队到那
大镇主城区的鼎尚时代广场启迪之
星（儋州）孵化基地、乐卖特超市广
场等，以及即将开业的那大镇文化
北路八街夜市、华海夜市实地调研；
6月5日，到白马井镇通海路临时便
民店市场，检查夜市经济发展情况，
现场解决难题，做好稳就业、保就业
工作。

夜市经济是现代都市经济业态
之一，发展夜市经济能够有效增加

就业，增加群众收入，增添城市“烟
火味”，是拓展新的消费领域重要抓
手。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研究解决老百
姓就业问题，夜市摊位招租，零就业
家庭、贫困劳动力租摊位优先，争取
建设更多的夜市和便民生活圈，解
决本地居民，尤其是城乡困难群体
就业问题。此外，建设夜市还要注
重质量，选点设摊不要遍地开花，综
合考虑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影响及
夜市经济性，不能顾此失彼。城管
等各部门做好夜市日常管理，加强
引导，强化服务，文明执法，统筹做
好经营秩序、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等

管理，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保障夜市
经济健康运转。

新建成的夜间大型消费项目，成
为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既满
足群众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
需求，又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儋州西
部众人海鲜广场2019年 12月底建
成开业，规划建设20余个特色小吃
摊位、30余家海鲜加工档口、40余个
海鲜零售摊位。负责人陈才刚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该广场提供直接就业
岗位约1000个。夜幕降临，迎来一
天当中最热闹时光，在南来北往摊位
吃海鲜的市民赵登慧说：“鱼虾新鲜
分量足，我们吃得满意。”

白天车水马龙是街区，晚上灯
火辉煌变夜市。儋州市发展夜市经
济，同时投资建设夜市固定经营场
所，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游客消费。

为解决那大镇老城区传统夜市
业态分布零散，食品安全、产品质
量、环境卫生等管理难题，儋州市结
合那大老城区传统夜市状况，高标
准开展特色示范街建设。在那恁路
200米长街区，建设观光夜市，改造
提升供水配电系统、夜景亮化、美化
工程等，规划142个移动摊位，其中

特色小吃摊位 100 个、特色小商品
摊位42个，解决三四百人就业。市
公安局对那恁路实施交通管制，每
天下午5点半至次日凌晨2点，禁止
车辆通行和停放。那恁观光夜市从
2019年 5月开业至今，成为儋州全
域旅游的城市新名片。摊主赵建旺
说：“夜市环境好，有固定摊位，客人
来得多。”

兴建业态不同、经营各有特色
的街区夜市，大力培育新的市场主
体，为市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儋

州加快那大镇主城区夜市合理布
局，既不断满足市民和游客的需
求，又解决部分市民就业。那大镇
文化北路八街两旁大都是民房，人
流和客流相对稀少，那大镇政府选
择南北宽50米、东西长343米的街
面，建设文化北路八街夜市，建成
演艺、美食、小商品夜市一条街，目
前已竣工，近日将开业。共有移动
摊位 208 个，解决 800 多人就业。
那大镇党委有关负责人王进豪说：

“不仅促进夜市经济，还将带动这

片街区的发展。”
夜市经营场所不断升级，给市

民和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消费环
境。位于那大镇国盛路的华海夜
市项目近日竣工，总投资 5000 万
元，占地 48 亩，建设大小档位 380
个。“夜市提供 1500个就业岗位。”
投资方负责人竺志远说，夜市有海
南本土特色餐饮、全国各地特色小
吃、儿童游乐场、演艺广场、游客接
待中心等，将成为游客打卡的美食
新地点。

儋州市城管局开始采取超常规举
措，大力推动夜市经济发展。“从今年
4月 27日起，批准商家在大型商业
城、大超市、商城外的广场空地，举办
户外促销商品活动，促进消费。”市城
管局规划审批科科长徐少华说，在居
民居住集中区附近、农贸市场和主要
路口周边，圈出临时市场，引导自产自
销农户在固定区域规范经营；引导商

贩进入在小街小巷、小区周边等区域
划定的临时市场经营。

“城管部门圈出这块街区，建成固
定的临时市场，让我们这些没有固定
工作、没有固定收入的人，通过固定摊
位养家，过上好日子。”6月5日，在那
大镇万福西路临时市场，家住文化东
路5巷的西瓜摊贩陈美竹说。

儋州市处理好发展夜市经济与

加强城市管理的关系，既“放活”又
“管好”，既有“尺度”又有“温度”，使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夜经济繁荣相得
益彰。该市城管局加强监管，保持城
市文明，干净整洁。举办户外促销活
动的商家需承诺文明举办活动，确保
安全有序，活动结束后清理垃圾。不
占用机动车道、盲道、消防通道，不侵
害他人利益。控制促销广播音量，不

让噪音影响附近市民生活。在那大
镇主城区规划22个网格点，设立安
全有序的临时市场、大型商场占道促
销的红线范围，相关城区的城管负责
人和网格员加强现场巡查，联合那大
镇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等共同监管，
在保证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刺激消
费，拉动夜市经济。

（本报那大6月8日电）

促进消费增加百姓收入

夜市经营场所不断升级

服务商家有效监管市场

儋州大力发展夜市经济，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丰富经济业态 增色城市灯火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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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③③
①那大镇那恁路夜市深受年轻市民喜爱。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③儋州市分类生活垃圾定时投放点，2名志愿劝导员引导市民正确分类垃圾。 通讯员 罗鑫 摄
②那大镇那恁路夜市规划142个移动摊位，解决三四百人就业。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