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昌

清除蚊媒孳生环境
统一清理隐患场所

本报讯（记者贾磊 通讯员林小丹）近日，屯
昌县启动2020年“清洁家园，防蚊灭蚊”夏秋季爱
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

据了解，该县百日专项行动持续到9月30
日。百日专项行动期间，屯昌县各镇、各单位将持
续开展“四爱”活动，全面清除城乡蚊媒孳生环境，
有效防控登革热爆发。重点清理城中村、城郊和
公路沿线、河道两旁和村庄周边的垃圾，集中力量
消除卫生死角。重点做好建筑工地、学校、单位小
区、市场等场所蚊媒孳生环境清理整治工作，统一
组织对花卉苗圃、废品收购站、轮胎存放点、废弃
旧厂房等重点隐患场所，以及公园绿地、城乡各类
沟渠、沙井、地下室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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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林东

“赶在下班前，大伙一起来大扫
除，把房前屋后的杂草、杂物清干净
了。”7月3日下午，乐东黎族自治县九
所镇四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罗彪喊道。顶着烈日，四所村的村民
清扫村道、清理杂物、清运垃圾……经
过整治，村子变得更加美丽整洁。

卫生大扫除活动，不仅在农村。当
天下午，在九所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对面
的马路边，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纷纷
拿起劳动工具，对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
理。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

我省各地正在持续开展“爱国、
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
行动。在乐东，从常态化组织人员开
展卫生整治行动，到引进专业公司提
高卫生整治效率，再到广泛宣传动
员，提升群众的知晓度和参与率……
一场全民“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正
掀起热潮。

村民改陋习
村庄换容颜

穿过农田阡陌，平整干净的村道
一直通向四所村。放眼望去，优美宜
居的农家庭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花草树木生机勃勃，一幅清新
美丽的新农村画卷呈现眼前。

“几年前，村里可不是这般模样。”
罗彪打趣地说，那时抬头是蓝天白云，
低头是垃圾满地、污水横流、人畜共
生，进村走亲访友的人总是踩一脚粪
便回去。村民陈绍伟曾是让罗彪头疼
的对象。他告诉记者：“过去，陈绍伟
家总是乱糟糟，垃圾废品随处乱丢，果
皮剩饭随处乱倒，人进去都很难迈得
下脚。”

昔日垃圾围村、垃圾围路、垃圾围
家的现象不见了，得益于四所村以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四爱”卫生健康大
行动为抓手，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
采取村民易于接受的方式，鼓励、带动
村民加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和“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行列，让农村人居环
境变美变整洁。

罗彪坦言，刚开始整治农村人居
环境行动时，一些村民认为只是村干
部的事情，存在“干部干，群众看”的现
象。为了调动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的自觉性、积极性，罗彪和村“两委”干
部们一次次上门宣传动员，以实际行
动做表率，带动村民参与进来。

乐东县将脱贫攻坚“六治”专项行
动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相结合，
下大力气整治农村环境卫生。“‘六治’
中有一项内容是‘治脏乱’，我们组织
村‘两委’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到村民的家中帮忙打扫卫生，向他们
普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好

处，慢慢地产生了影响。”罗彪说。
“家里干净整洁，我住着舒服，不愿

意变回过去乱糟糟的模样。”陈绍伟
说。如今，他不仅改变不良的卫生习
惯，做好自家屋里屋外的卫生，还会主
动参与村里的环境卫生清扫工作。

除了四所村，在乐东的西黎村、抱班
村等农村，每周举行一次环境卫生大行
动，持续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已
经成为村干部和村民的固定活动。西黎
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柰妤说：“村里还通过
评选环境卫生红黑榜家庭、清扫卫生得
积分换生活用品等方式，鼓励村民参与
清洁工作，营造环境整治‘人人参与，共
同努力’的良好氛围。”

引入公司治理
三方监督管理

在四所村采访时，记者看到多名
身穿工作制服的保洁人员忙忙碌碌劳
作着，有人拿着扫帚清扫村道，有人开
着垃圾车收集村民的生活垃圾，有人
背着消毒工具清洗卫生死角。“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与他们的辛勤付出离不
开。”村里的老百姓纷纷竖起大拇指。

村民口中的“他们”是指乐东龙马
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聘用的保洁人
员，在四所村一共有6名，负责村里主

干道卫生清洁、收运农村垃圾、灭虫杀
菌等工作。“6名龙马公司的保洁员，
再加上4名村里聘用的保洁员，四所
村的卫生清理工作得以高效运转起
来，边边角角都有人扫。”罗彪说。

据了解，去年底，乐东县通过公开
招标，引进专业化的环卫公司，从今年
1月1日起负责乐东县城区、下辖11
个镇的道路清扫保洁、绿化带保洁、生
活垃圾转运站运营管理、公共厕所运
营管理等工作。

没有在规定地方丢垃圾的习惯，
村庄附近的山沟、河道随处可见垃圾，
这是过去乐东农村的常见场景。“我们
在县城、镇墟和农村投入了240升塑
料垃圾桶和660升塑料垃圾桶共1.1
万个，规范垃圾收集，做到日产日清，
村民们乱丢乱倒的行为在减少，行为
习惯在逐步改善，农村环境明显干净
许多。”乐东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负责人曾路生说。

槟榔渍是污染城乡环境的一大
“牛皮癣”。近来，在抱由镇大街上，时
常可以看到保洁人员一手拿着喷壶，
一手拿着扫把，往地上有槟榔渍的区
域喷水，然后进行清洗。以“四爱”卫
生健康大行动为契机，乐东龙马环卫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组织环卫工人开展
全面清洗槟榔渍专项行动，改善城乡

环境面貌。
“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发生

了转变，由直接行动者变成监督者，专
注于城乡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及时发现问题，与企业、村委三方一起
商量解决对策。”乐东县人民政府有关
负责人说。

全员参与“四爱”
划定卫生责任区

“我们是从全国各地来到九所镇
过冬的‘候鸟’，早已把这里当成是第
二故乡。作为社区一员，我们有义务
参与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候鸟”老人
文闻是一名热心肠的大姐，时常组织
小区里的居民打扫卫生，营造干净整
洁的居住环境。

在九所镇的街头、小区、沙滩等地
方，不时能看见一些低头慢行的身影，
他们手里拎着各种劳动工具打扫卫
生。这是居住在附近小区的“候鸟”业
主们，他们自发开展清洁行动，助力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海南，是“候

鸟”老人南飞的心仪之地。乐东在开
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基础上广泛
开展爱国运动宣传，发动“候鸟”、学
生、志愿者、社区居民等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在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中，

乐东各部门、街道、社区、村委会的党员
干部总是冲锋在前，脏活、累活，干部先
上。“爱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身为干部
更应该带领群众，把环境卫生清理工作
做好。”九所镇纪委副书记、镇爱卫委成
员杨尚儒说，该镇积极推动“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制度化常态化，全民动员、
全民参与，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改善城
乡环境，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实现城乡
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乐东县爱卫办主任蔡尧青介绍，
乐东以“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为契
机，划定100多个卫生责任区，将每周
六定为卫生清扫日，并动员广大干部
职工、群众、志愿者积极参与。此外，
该县还派出两个巡查组深入各镇村、
农林盐场拍摄环境卫生问题照片，以
监督促整改。

数据显示，目前乐东共发放6000
余份宣传手册、倡议书，并通过横幅、
LED屏、广播等形式宣传爱国卫生和
卫生防病知识，营造“我知晓，我参与，
我自豪”的活动氛围；共组织近万人次
对农贸市场、农村公共场所、庭院等地
方进行卫生环境整治工作，清除卫生
死角1000余个，清理垃圾5000多吨。

（本报抱由7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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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乐东常态化开展卫生整治行动，引导村民改掉陋习,引入公司专业治理

下足“绣花”功夫 城乡换身“衣裳” 开展全城大扫除
全民参与“四爱”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振玮）6月30
日，万宁市组织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开展环
境卫生大扫除，进一步整治单位环境、农贸市场以
及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各网格点的环境卫生，动
员全民参与环境卫生大扫除，深入推进“爱国、爱
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行动。

当天下午，万宁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
村委会等党员干部职工纷纷“忙活”起来。在万
宁市万城镇长星村，村支书梁安国手拿扫帚、塑
料袋，一边将村道边的落叶、枯枝等归拢起来，
一边将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品装入垃圾袋。党员
们带动村民，对村道等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洁，
干得热火朝天。

在万宁市区的各个网格点，网格员、社区党员
及志愿者纷纷携带清洁工具对责任区域内的卫生
死角、房前屋后的杂物等进行清理。热火朝天的
劳动场面也吸引一些居民参与进来。

家住万城镇华侨街的周娇表示，看着生活的
小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越发整洁，心里感到很有
成就感。“以后也会继续为营造整洁的人居环境尽
自己的一份力。”

经过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万宁市主
城区各网格点、镇、村等公共区域被清扫得干
干净净，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万宁市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清扫家园迎宾客，党员干部将继续
带动群众共同营造优质人居环境，让游客在鸟
语花香中感受万宁秀美风光，为万宁发展增添
动力。

万宁

普及卫生知识
清除卫生死角

本报嘉积7月4日电（记者刘梦晓）海南日
报记者7月4日从琼海市爱卫办获悉，琼海市爱
卫办、市委统战部等单位日前联合开展“清洁家
园，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专题
现场活动，宣传、发动全市人民积极行动，共建清
洁家园。

在专题活动启动当天，琼海市嘉积镇红星社
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各类宣传手册和防制
物品，设立病媒生物防制基本常识、预防登革热、
家庭灭蚊指引等宣传展板，普及爱国卫生和防蚊
除四害知识。

活动中，大家还到红星社区建设工地，清除
卫生死角，消杀各种蚊虫孳生地，同时开展入户
检查工作，动员居民清除各类积水，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

琼海市爱卫办主要负责人介绍，灭蚊行动将
持续到9月30日，下一步，琼海市爱卫办还会在
全市范围内加强宣传，发动群众清理孳生地，加强
专业保障，做好蚊媒的监测和专业消杀工作，加强
个人的防护，防止蚊虫叮咬传播登革热。

琼海

本报讯 （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王聘钊）海口市美兰区各镇（街）将
于 8月底前配齐垃圾分类督导员。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美兰区近日举
办的 2020 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
训班获悉的。

据介绍，海口市美兰区已制定《海
口市美兰区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两年
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1 年）》和
《海口市美兰区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
两年行动方案任务分解表》（以下简称
《任务分解表》）。

《任务分解表》中明确：6月底前，

美兰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
学校（包括大、中专学校，中小学，幼儿
园）、大型商超、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
市场等单位要配备督导员。与此同
时，美兰区还将配备垃圾分类收运车
辆。9月底前，该区可回收物专用运
输车将达到29辆、厨余垃圾专用车辆

79辆、有害垃圾车1辆。
根据《任务分解表》，9月底前，

美兰区各街道、灵山镇、各有关单位
将完成辖区内全部垃圾箱房建设和
改造，全区所有单位、居住小区配置
分类投放容器和宣传公示设施。到
2021年底前，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

覆盖，试点街道 95%以上居住区实
现垃圾分类实效达标，其余范围
80%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实效
达标。

自7月起，美兰区将逐单位落实
分类收运。届时环卫公司将采取定点
收运、箱房分类直运等方式，按照规定

对分类后的各类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
运，杜绝混装混运。8月1日起，该区
将对执行强制垃圾分类的单位和居
住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进行日
常督促监管和指导，对拒不执行垃圾
分类的按照规定移交城管执法部门
予以处罚。

海口美兰区8月底前配齐垃圾分类督导员
拒不执行垃圾分类将予以处罚

7月3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集中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清理卫生死角和积存垃圾，营造整洁美观的工作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