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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绿色周五”活动
全民参与扫出洁净城乡

清理卫生死角、对公共区域进行
消毒、清运积存垃圾……7月17日，
保亭各单位、乡镇的党员干部纷纷拿
上清洁工具，对卫生责任区进行大清
扫，带动当地居民掀起开展“四爱”大
行动的热潮。

“大清扫活动每周五都会举行
一次，把‘四爱’大行动与‘绿色周
五’行动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广大群
众的卫生健康意识，从源头治理‘脏
乱差’现象。”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结合“绿色周五”行动，该县
各乡镇大力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组织村党员干部群众对农业污
染面源进行清理，积极营造整洁、干
净、健康的生活环境。

“从今年3月开始，我们每周五
都会在卫生责任区开展卫生大扫除，
让群众看到了也积极参与进来，共建
美丽家园。”参加卫生大扫除的保亭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梅国兴说。

“绿色周五”的行动在保亭的许
多乡村广泛开展，一些乡村还将每
周1次的大清扫行动拓展到每周3
次。保亭什玲镇坚固村什后村小组
村民林政说，每周开展3次集体清洁
村庄卫生行动，这已成为该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一项常态化工作和村民

的自觉行动。
此外，保亭县爱卫办还组织专业

消杀人员对县城各重点区域开展病
媒消杀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喷洒、投
放药物等方式，对绿化带、下水道及
其他容易聚集病媒生物的区域进行
了全面消杀，最大限度地降低病媒生
物密度水平。

“美丽庭院”评比
以评促改助推环境整治

7月 17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
保亭南林乡东方村村民谭跃芳家，
看到她家的庭院花草长势良好，房
前屋后整洁干净。“我报名参加了村
里的‘最美庭院’评选活动，希望通
过评选活动向大家展示自己和家人
对生活的态度。”谭跃芳说，也希望
通过自家的美丽庭院，引导更多村
民爱护家园环境。

今年3月 6日，保亭启动了“椰
树杯”最美庭院评选表彰活动，县
域内所有村民均可参与，这是保亭
开展“四爱”大行动的一项延伸拓
展举措。

自活动开展以来，村民们根据最
美庭院的“庭院美、庭院整、室内净、
厨厕洁、身心美”五大评选条件，以极
大的热情投入到最美庭院的建设中
来，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打造美
丽、整洁、精致的庭院。最终75户农

户获得2020年度“椰树杯”最美庭院
家庭荣誉。

保城镇春天村西舍村民小组
村民王桃花家就是其中之一。王
桃花说，自从获得2020年度“椰树
杯”最美庭院的荣誉称号后，每天
都有邻居到她家里“取经”，学习如
何扮靓自家庭院。

“自‘最美庭院’评选活动开展以
来，六弓乡通过村村通广播、村微信
群转发消息等多种形式，提高村民的
知晓率，引导村民养成爱干净、讲卫
生的好习惯，改善家庭卫生状况，有
力推动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保亭六弓乡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红黑榜”激励
文明之风滋养美丽乡村

“今天上午，记者在新政镇部分
村庄看到，部分村民房前屋后存在乱
堆乱放问题，卫生死角突出，保洁不
到位……”7月8日，保亭广播电视台
播发了这样一条新闻，并在微信公众
号上推出。看到该新闻后，新政镇立
即组织相关部门和村庄对存在问题
进行整改。

为更深入地开展“四爱”大行动，
推进“巩卫创文”工作，今年以来，保
亭广播电视台加大了《巩卫创文红黑
榜》栏目的播出频率，将刀刃向内，不

留情面曝光各个乡镇在推进“四爱”
大行动和“巩卫创文”工作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以上率下，在环境卫生整治
中，保亭各个乡镇推出环境卫生

“红黑榜”，评优亮丑。六弓乡环境
卫生“红黑榜”评比通过多层面交
叉检查，组织人员对村民庭院整
洁、室内清洁、垃圾清理等 5 大项
17小项内容进行评分，每月评比公
示结果。将环境整治效果明显、群
众满意度高的农户列入“红榜”并
奖励；对环境整治效果差的农户进
行曝光上“黑榜”，引导村民积极参
与环境卫生整治。

田圮村村民石朝霞是六弓乡今
年第二期环境卫生“红榜”的上榜村
民之一。“自从乡里设立环境卫生‘红
黑榜’，大家参加环境卫生整治就更
积极了。环境好了，自己住得也更舒
心，上‘红榜’还能获得奖励，这个办
法很好。”石朝霞笑道。

什玲镇坚固村结合“四爱”大行
动，成立能源回收专业合作社，负责
全村可利用资源回收以及粪污清理
工作，既解决了村庄环境卫生管理不
善的问题，又增加了村集体和农户收
入。“目前我们整个村的可回收存量
垃圾清理大约有一吨，到年底合作社
收入预计有7万元到8万元。”坚固村
驻村第一书记于贤成说。

（本报保城7月18日电）

保亭深入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探索构筑乡村治理新模式

“绿色周五”扫一扫“红黑榜单”晒一晒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唐阳

“屋子周边干净整洁，咱住着
舒服，再不愿意回到过去乱糟糟的
生活环境。”7月18日，走进定安县
翰林镇翰林村龙坡村民小组，槟榔
林下的人家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
民周克东回忆，过去村子里污水横
流、畜禽乱走，环境脏乱差。如今，
村容村貌大变化，他的幸福感也节
节提升。

近两年来，尤其是我省“爱国、
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

大行动启动以来，龙坡村持续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开展环境卫生提升
行动，重点对沿村道路垃圾、死角
垃圾以及破旧房屋和杂物堆放等
进行地毯式清理，累计拆除破旧房
屋5间，猪圈、羊圈6处，清除陈年
垃圾 30 余吨。同时，龙坡村建立
了固定清洁日和保洁员队伍全天
候保洁的环境整治长效机制，使村
容村貌大为改善。

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秦以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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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看”的现象。
为了调动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
自觉性、积极性，他和村“两委”干部
们以实际行动做表率，带头拆除乱
搭乱建，做好房前屋后的清洁工作，
带动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过去，我的积极性就不够，是
干部们带头把事情做起来了。”周
克东说。现在，周克东养成了良好
的卫生习惯，在做好自家屋里屋外
的卫生的同时，还会主动参与村里
的环境卫生清扫工作。而像他一
样爱护环境卫生的村民，如今也越

来越多。
“此前，为新建一条村道，有村

民心甘情愿挖掉自家几十株挂果
的槟榔，并积极过来帮工，可以看
出大家对村庄建设的支持。”村民
周克权感慨道。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龙坡
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腾让土地6亩，
自觉参与清理垃圾杂物累计 485
吨、铲除树木500株，村保洁员周启
球还自愿捐出2222元支持美丽乡
村建设，村民建设美丽家园的自治
意识正在逐步增强。

“美丽乡村村民建，乡村美丽
惠村民，我们正在探索建立一个

‘村民自治+长效治理’模式，让村
民来当美丽乡村建设‘主角’。”翰
林镇党委书记莫开进表示，农村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只是开展自治的
第一步，今后还会从产业发展、巩
固脱贫成果、乡村振兴等方面着
手，不断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
积极探索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
真正实现“治理有效”，带领村民创
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报定城7月18日电）

翰林镇龙坡村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提升行动

“村民自治”让乡村美丽更长久

海口面向全国招聘
297名事业编教师
应届生岗位208名、非应届生岗位89名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7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
局获悉，为大力实施事业单位人才延揽计划，进一
步加大海口引才力度，全面推进“好校长、好教师”
招聘工作，海口市教育局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297名教师，安排在市直属单位（含学校、幼儿园）
任职。其中，招聘设应届生岗位208名、非应届生
岗位89名。被聘用者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按
有关规定享受海口市人才优惠政策和薪酬待遇。

据了解，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等七部委《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
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知》
要求的2020年高校毕业生，教师资格证书可于
入职后一年内取得，无法如期取得的，予以解
聘。其他应聘人员均需要在本次报名工作开始
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
迟毕业的2020年高校毕业生，可凭高校证明延
期至2020年 12月 31日。延期毕业的考生，需
承诺在办理入职手续时符合事业单位招聘有关
要求。

本次招聘采取网络报名方式进行。报名时间
为7月25日9时至29日16时。考生可在规定时
间内登录海口市教育局网站按照公告规定要求在
指定的“报名入口”报名并提交有关材料。

今年海口计划招收
6915名中职生
分两种方式录取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7月17日上午，2020年海口市中等职业
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召开。海
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省教育厅给海口市
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指导计划为6915人
（含五年一贯制、“3+2”计划），其中海口旅游职业
学校招生指导计划1400人，海南（海口）特殊教育
学校60人，海口市高级技工学校招生指导计划
1200人，民办职业学校招生指导计划4255人。

据了解，今年海口市中职学校的招生对象包
括：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
年，普通高中分流的学生，以及返乡农民工、退役
士兵、城乡劳动者等其他符合招生条件的人员。

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实行省中招
录取系统录取和注册入学两种办法。2020年中
等职业学校秋季招生补录时间，原则上截至11月
20日。

海南省引进中小学骨干
教师培训开班
为我省首个面向引进教育人才的
专项培训项目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7月18日上午，2020年中小学好校长好
教师引进工程专业支持计划——海南省引进中小
学骨干教师培训在海口正式启动，近200名教师
参加培训。这是我省首个面向引进教育人才的专
项培训项目。

2015年，省委、省政府启动中小学“好校长、
好教师”引进工程，共引进了300名优秀校长和学
科骨干教师，是海南建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教
育引才工程。近年来，这些引进的教育人才为促
进我省教师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当
地老百姓及广大师生的高度肯定。一些引进中小
学骨干教师还成为省级学科带头人、省级骨干教
师，被评为正高级教师，成为全国、全省和市县的
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事迹被新闻媒体
广泛宣传报道。

今年，省教育厅决定实施“中小学好校长好教
师引进工程专业支持计划”，针对2015年至2017
年面向全国引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开
展引进教师的全员培训，设立卓越校长工作室、卓
越教师工作室，开展省级骨干教师和省级学科带
头人的认定和评选等，帮助他们更好地辐射、引领
区域教育发展，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本次培训正是该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

介绍，该项目由海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具体组织实施，以“扎根海南，发挥示范作用，服务
自贸港建设”为培训主题，通过专题讲座、经验分
享、现场教学等方式，激发引进教育人才建设自贸
港的自觉性和行动力，为他们搭建省级专业成长
平台，提供专业成长支持。

本报那大7月18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夏佟 丁
子芹）儋州市部分村庄的村民自筹
资金，投工投劳，持续不断地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给村庄“洗
脸”清污，大幅提升“颜值”。这是7
月 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有
关部门获悉的。

木棠镇山塘村曾是“晴天一身

灰，雨天两脚泥”的脏乱差村庄，但如
今走进村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新景
象：村道路面全部水泥硬化，平坦宽
广，不见垃圾杂物和禽畜粪便，村民
环境卫生意识普遍提高。

今年2月，山塘村村民自筹资金
1.6万元，投工投劳，建设排污通道
308米、沉砂池22个；3月，自筹资金
8万多元，建设1800米排污通道，新

建厕所45间、沉砂池99个，拆除32
户围墙，平整村道，扩大生活区域
3300平方米；4月至5月，自筹资金
10余万元，清除房屋周边杂草灌木，
重修2条古巷共700米，建古树围栏
9个。人居环境整治后，村庄面貌焕
然一新。

山塘村村民吴石岩今年52岁，
过去家里庭院脏乱差。今年4月，村

里平整村道，计划将原1.4米宽的村
道拓宽到3米，保障汽车通行。根据
建设规划，他种在村道边20年的1
株花梨树需要砍掉。吴石岩二话不
说卖掉花梨树，支持村道拓宽工作。
此外，他还主动参加整治活动，把家
里庭院整理得干干净净。

除此之外，儋州市将人居环境卫
生整治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相

结合，深入开展乡村环境卫生大扫
除，清除污染源，创建优美卫生的生
活环境。7月17日，兰洋镇各村委会
组织村民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
动，重点整治村道两旁、房前屋后的
枯枝烂叶，清理多处积水，营造干净
整洁的环境。据统计，兰洋镇此次共
出动215人，清理垃圾35吨，清理蚊
虫孳生地53处、卫生死角90处。

农村群众自觉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筹钱出力给村庄“洗脸”

跨区域驰援
两小时灭火

7月16日，屯昌县屯城镇新昌
村一包装制品厂发生火灾，省消防
救援总队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两
个多小时的艰苦鏖战扑灭大火。

当日15时54分，屯昌消防救
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
调派两车16人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当天16时01分，消防人员第
一时间到达现场，此时火势处于猛
烈燃烧阶段。现场消防指挥员立即
部署灭火，并迅速向总队指挥中心
请求增援。接到增援报告后，省消
防救援总队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
调派琼中16名消防指战员，两辆消
防车赴现场增援，总队全勤指挥部
也遂行出动。增援力量抵达现场
后，对火灾进行总攻，18时20分火
势得到控制。

文/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罗科凯 梅思程

图/本报记者 袁琛

临高首批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示范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许送转）近日，
临高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该县第一批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示范基地授牌。

根据《关于批准命名临高县第一批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示范基地的决定》，临高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为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海南临高盛源
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临高东旭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临高三点红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4家单位颁发了

“临高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牌匾。
据了解，临高将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新闻媒体

开展万名老兵创业镇、村行，深入挖掘老兵创业典
型并积极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努
力发挥退役军人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带头
示范作用。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何莉雅

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六弓乡大妹村村民胡月梅家的
庭院，仿佛走入了一个小花园：
室内室外物品收拾得井井有条，
房前屋后种上了郁郁葱葱的花
草树木。“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将
庭院收拾一遍，为家人营造干净
整洁的生活环境。”7月18日，胡
月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不仅是胡月梅一家，整个六
弓乡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六弓
乡以‘最美庭院’‘绿色周五’等
活动为抓手，多措并举引导农户
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努力营造绿
化、美化、亮化的宜居环境。”六
弓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保亭深入开展
“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
卫生健康大行动（以下简称“四
爱”大行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形成了环境卫生“红黑榜”
管理制度等一批有效的乡村治
理新模式，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确保干干净净迎小康。

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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