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包括：
1.翻盆倒罐，清理住家及周围各类无用积水
2.保持住家及周围环境卫生整洁，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
3.人、畜饮用水容器或其他有用积水容器5-7天彻底换水一次
4.家中减少种养水生植物，已种养的容器5-7天彻底换水一次
5.住家及周围景观水体，可放养观赏鱼或本地种类食蚊鱼
6.轮胎整齐存于室内或避雨场所，堆室外用防雨布严密遮盖，户外废弃
轮胎打孔，难以清除积水轮胎双硫磷灭幼蚊
7.住家周围外环境植被可用敏感公共卫生杀虫剂灭伊蚊成蚊

（1）封：封盖水缸、水封下水道砂井或安装防蚊装置、密封有用的器皿

（2）填：填平洼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3）疏：疏通沟渠、岸边淤泥和杂草

（4）排：排清积水

（5）清：清除小容器垃圾，垃圾塑料薄膜袋、废用瓶罐、易拉罐等垃圾容器

伊蚊喜欢在人类家中和附近栖息，为了减少孳生，我们应该
采用多种手段清除孳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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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牙叉镇，各个农贸市场越
来越整洁有序；在荣邦乡，村民参加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还能赢得“积
分”去超市换取等价的日用商品；青
松乡青松村、益条村也积极动员村民
美化、绿化各家庭院……

为让“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在全
县范围内形成常态化机制，自今年4月
3日以来，白沙将各个乡镇划分为若干
个网格片区，每逢周五，各乡镇、各部门
的党员干部就主动来到相应片区，与当

地群众一起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动真格、出实招、建机制、显成

效，让咱白沙‘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惠及每一位老百姓。”白沙文明办有
关负责人介绍，为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
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的工作
方案》精神，今年以来白沙各乡镇、各
部门紧紧围绕“卫生健康”这一主题，
分别在各自领域精准发力，全面推进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稳步推进，才能见真效，才能更
长效化。”白沙社会文明大行动暨“巩
卫创文”工作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 3月下旬，白沙印发施行
《“爱祖国、爱海南、爱白沙、爱家庭”
卫生健康大行动的工作方案》，明确
从该《方案》印发即日起至3月底，以
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治为重点，开展
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宣传发动，
从个人、家庭做起，形成良好的家庭、
个人健康的卫生习惯，在全县范围内

迅速掀起环境卫生整治第一阶段热
潮；而第二阶段则从今年4月到12
月底，通过环境卫生重点整治，推动
卫生健康大行动制度化常态化，推动
城乡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第三阶
段将从2021年1月到2023年底，使
得白沙社会文明大行动、“巩卫创文”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域卫生健康创
建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力争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创建取得新突破。

（本报牙叉7月25日电）

白沙动员各方力量，集思广益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卫生健康三步走 扮靓家园齐动手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王英怀

7月24日，白沙黎族自治
县各乡镇、各部门的党员干部
在合理安排工作之余，自觉来
到相应的网格片区开展“爱国、
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以下
简称“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当天，在人员较为密集的
牙叉镇、七坊镇、邦溪镇集市与
镇墟，党员干部们纷纷挽起袖
子清理农贸市场、商场、主次干
道等重点场所残余的垃圾，而
在相对偏远的荣邦、青松等乡
镇，当地干部群众积极清理排
水沟、卫生死角以及民居房前
屋后的杂物，炎热的天气也未
阻挡大家发力扮靓城乡面貌的
热情。

白沙社会文明大行动暨
“巩卫创文”工作指挥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除“星期五行动日”
外，白沙各乡镇还集思广益出
实招、亮新招推动“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形成常态化机制，
全力打造宜居的城乡人居环
境，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7月 25日上午，在七坊镇阜途
村，七坊镇中心学校三年级学生林
梅子蹲在一片竹林旁，拿着镊子仔
细地将“藏在”隐蔽处的塑料袋夹
出来。看着汗珠从自家闺女稚气
的脸上滑落，同样参加“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的村民张秀花脸上露
出了微笑，她说：“这活动组织得
好，能锻炼孩子热爱劳动的品德，

几乎每周五，我们母女都不会落下
这堂劳动课！”

学生带家长、小手拉大手参加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现今已成为
七坊镇持续发力扮靓农村人居环境
的缩影。七坊镇副镇长王小昆介绍，
按照“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影响一个社区，文明整个社会”的初
衷，七坊镇各中小学校给学生发放

《小志愿者服务记录本》，各村民小组
成立志愿服务队伍，利用周末、寒暑
假时间，动员孩子与家长积极参与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小手拉大手’活动的劳动片区

主要集中在竹林、橡胶林等不易清除
的区域。”王小昆说，这些区域劳动强
度不大，但很考验孩子的耐心与细
心，既能让孩子体验到劳动的辛苦与

乐趣，又能促进孩子和家长的关系。
据悉，每次活动结束后，各村民小组
组长会在《小志愿者服务记录本》上
盖章确认服务时长、家长参与情况
等，学校也可依据此作为期末评选

“三好”学生的参考。截至7月初，
七坊镇“小手拉大手，卫生齐动手”
公益活动已开展了将近90期，共计
近万人参与。

小手拉大手 动员有“抓手”

“岸上的垃圾清理干净了，咱村
清理河道的活儿自然就轻松了。”7
月24日临近中午，在白沙细水乡罗
任村，负责清理河道的村民王升彩
划着小船回来了，船上打捞的多是
枯枝与枯萎的浮游植物，几乎没有
生活垃圾。

罗任村是细水乡河道分布的
“密集区”，且流经该村的大多是河
流上游，以往每逢暴雨来袭，难免会
有生活垃圾被冲进河道，混杂着不

少漂浮物，如不及时清理会给下游
环境造成污染。罗任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成珠介绍，自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以来，该村
制定卫生评比奖惩制度规定要求，
严禁村民在大街小巷、门前屋后等
公共区域堆放垃圾、杂物、废料，乱
倒污水，违反规定者将被村干部或
卫生监督员现场批评教育，并处于
10元至50元不等罚款；如多次违反
规定，就要写下检讨书张贴在村居

宣传栏里。
在王成珠看来，岸上的垃圾清理

干净了，河道才能长效化保洁。为做
好这项工作，罗任村“两委”班子将辖
区河道划分为若干个片区，王升彩等
数名村民分时段、分片区长效化呵护
周边河道生态。其实，在开展“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过程中，罗任村不止
有罚款，还有奖励。自今年以来，罗
任村组织各村民小组开展“清洁户”

“卫生之家”等评比活动，将村居保洁

评比得分进行公布，并对得分较高的
村民进行奖励，在“一罚一奖”之间有
效提升了宣传力度，也进一步增强了
农户环境卫生意识。

“以创建文明村庄为契机，以点
带面推进细水乡的文明乡镇创建工
作。”细水乡党委委员符进东介绍，接
下来，细水乡还将继续抓实、抓好村
居厕所改造工作，协助有关部门推进
河道环卫整治工作，持续扮靓细水乡
的河岸景观。

“一罚一奖”环境整洁河水清

长效机制 促“四爱”三步走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马
珂）7月25日，省疾控中心针对登革
热防控，再次面向公众发布相关预防
知识。

省疾控中心有关专家介绍，目
前登革热尚无经审批注册的疫苗
上市，既无法通过注射疫苗预防登
革热，也尚无特效的抗病毒治疗药
物，主要采取支持及对症治疗措
施。治疗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早防蚊隔离。重症病例的
早期识别和及时救治是降低病死
率的关键。

我国传播登革热的伊蚊主要是
白纹伊蚊，日出前后和日落时分是
它们叮咬的高峰时段。白纹伊蚊幼
虫喜好洁净的水，社区内的树洞、石
穴、积水轮胎，废弃的碗、盒，存接水

的瓶瓶罐罐，丛生植物的叶腋等，都
是它们繁衍的温床。

埃及伊蚊尽管在我国分布有
限，但它对登革热的传播能力强于白
纹伊蚊。埃及伊蚊整个白天都会活
跃，与白纹伊蚊相比与人类更为“亲
近”，喜欢与人类共居一室，我们家
中的饮用贮水缸、水培植物、花盆
托、腌菜坛、饮水机等都是它们繁衍
后代的地方。

白纹伊蚊多栖息在孳生场所附
近，在室外主要栖息在阴暗避风处，
如缸、罐、坛、工地积水的基槽内壁；
室内则倾向于停留在墙上、桌椅和床
下、悬挂的衣服上等。埃及伊蚊是典
型的“家蚊”，主要栖息在室内避风阴
暗处，如水缸脚、卧室床底、墙角、蚊
帐等。

登革热如何预防？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早防蚊隔离
儋州常态化防制病媒生物

本报那大7月25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夏佟）7
月22日以来，儋州市有计划有重点
地开展“搬家式”大扫除、“搓澡式”
搞卫生，全面“清水除脏堵洞抹缝”，
清理卫生死角和病媒生物孳生栖息
环境，确保“四害”密度控制水平达
到国家标准，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防
鼠、防蚊蝇设施合格率大于95%，
营造良好的卫生健康环境。

7月20日，儋州市“一创两建”
工作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镇村是病媒生物孳生栖
息主要地域，儋州在镇村坚持常态
化防制病媒生物，并把防制病媒生
物与整治人居环境卫生、“四爱”卫
生健康大行动相结合，镇村请来防
疫公司专业防制人员，带着村里的
村民一起清理病媒生物孳生栖息场
所，防制病媒生物。确保蚊、蝇、蟑
螂和老鼠病媒生物的密度得到有效
控制，从源头预防传染病发生。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王天宇）7月的海南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自贸港建设热
火朝天。在这振奋的时期，海南迎来
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以“天然氧吧 健
康海南”为主题的2020全国抗疫英
雄海南行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重
点网媒行活动，7月25日在海口正式
启动。

2020年开春，有这么一群人挺身
而出、无畏出战，舍小家、顾大家，义无
反顾坚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前
线，成为“最美逆行者”，托起无数人的
生命与健康。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常态
化，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联合全国40多家重点网络媒体，与
出征湖北疫情一线的50位抗疫英雄
相约海南岛，一路行走，一路聆听“最
美逆行者”亲口讲述感人至深的战

“疫”故事。
对于全国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

们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新闻采
风。海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和“排头兵”，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浪潮中，海南再次担负国家使命，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届时，他们
将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直播等方

式，全方位、多渠道、多角度、立体化
报道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向全国人
民推介海南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
的医疗康养资源，展现美好新海南的
形象。

此次活动阵容大、内容丰富。每
一条线路、每一个站点，甚至每一位
带队导游都由活动组委会精心挑
选。在为期7天的行程中，来自全国
各地的50名抗疫英雄与全国40多
家重点网络媒体的编辑、记者、摄影
摄像将从海口出发，依次深入琼海、
万宁、五指山、保亭、三亚等市县，深
度体验健康海南，感受海南之美。大
家还将探访美丽乡村南强村，见证田
园村落破茧成蝶的蜕变；参观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探索神秘的海洋
文化；走进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感知未来的医疗度假天堂；慢
游海南第一山——东山岭，赏奇石探
秘境；走进万宁六连岭革命根据地，
追忆革命历史，接受红色教育；细品
五指山黎族长桌宴的“海南味道”，体
验毛纳村竹筒饭的制作方法；走进槟
榔谷领略黎村苗寨民族风情；游览网
红打卡地亚特兰蒂斯以及被誉为“琼
崖八百年第一山水名胜”的大小洞天

景区；全身心感受红峡谷漂流的惊险
刺激、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的宁静、
三亚国际免税城的时尚奢华……相
信此次海南行，能让客人们“遇见”全
新的海南。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委网信办、省
旅文厅、省卫健委指导，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承办，三亚市委宣传部、万宁
市委宣传部、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乐城先行
区管理局协办，碧桂园海南区域特别
支持，中国人保寿险海南省分公司独
家保险赞助，大白鲸·三亚海洋探索世
界赞助。

2020全国抗疫英雄海南行暨海南自贸港全国重点网媒行启动

让逆行者和记录者遇见最美海南
海南高考普通类考生
成绩分布表出炉
共36545人进入本科批次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梦楠）7月25日，省考试局公
布了2020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普通类考生成绩分
布表。其中，投档成绩为900分的累计2人，800
分及以上的累计81人，700分及以上的累计1342
人。根据7月24日划定的分数线，进入本科批次
即463分及以上的累计36545人。

海南日报记者留意到，因为今年实行“新高
考”，考生采用“3+3”模式参加考试，高考综合分
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考
生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3个科目成绩组
成。因此，成绩分布表还分别对各科成绩分布情
况进行了统计和公布。具体分布情况考生可登录
省考试局网站查看，分布表中的投档成绩为考生
高考成绩综合分和照顾分之和。

海口新增国贸爱心献血屋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马珂）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南省血液中心获悉，为保障我省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临床提供及时、安全、有效的血
液救治，完善采血网点建设，海口国贸爱心献血屋
7月25日正式启用，以方便市民就近献血。

该爱心献血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侨中路与金
龙路交叉口，是一座玻璃钢架结构建筑。外观清新
时尚，设施功能完善。

新献血屋分体检征询区、初筛检验区、采血区
和休息区等多个区域，布局规范合理，环境舒适温
馨。屋内还设有空气净化系统及免费WiFi等，
能为献血者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吸引更多市
民朋友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省血液中心大力推进无
偿献血场所建设，科学规划献血网点，逐渐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血站服务体
系，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海口全市规划设
置街头无偿献血点12个，其中固定献血点7个，
流动献血车停放点5个。用公益提升城市文明形
象，用建设促进街头献血发展，继海口国贸爱心献
血屋之后，今年还将有海口东湖、海口东站两家爱
心献血屋投入使用。

海口美兰区举办扶贫农夫集市
推出首批“时尚LAN”品牌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钟礼元）7月25日，由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主
办，美兰区旅文局、商务局承办的“时尚LAN”品
牌计划发布会暨美兰区扶贫农夫市集活动在海口
白沙门公园举办。

当晚，主办方在活动上公布了首批入选“时尚
LAN”品牌的20个商家，包括海岛八号、合一日
料、无字教育等，涵盖休闲茶饮、餐饮等多个领
域。据了解，美兰区“时尚LAN”品牌计划旨在创
新培育文旅消费热点，通过挖掘扶持一批品牌特
色商家，结合美兰区域特色和互联网进行整体包
装和设计，打造市民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以

“时尚旅游消费在美兰”的品牌形象、丰富多彩的
活动、特色优质的产品，塑造美兰时尚消费IP。

现场开设的农夫市集则邀请了美兰区以及我
省多地的特色农产品企业、农庄、合作社以及农户，
将蔬菜、水果、禽畜等产品带到现场展销，吸引了不
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购买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据悉，农夫市集将从7月25日持续至26日，
市集线上营销则从即日起一直持续至8月2日，
通过举办线上抢购以及微信推文留言拿奖品等活
动，号召市民游客参与消费扶贫。

美兰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美兰区将以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为抓手，持续发动全区商
圈酒店、景区景点、品牌连锁餐饮等联合推出多形
式、多优惠、多力度的活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促
进文旅消费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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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4宗棚改片区拆旧建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计思佳 张期望）
海南日报记者7月25日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获悉，海口将棚改范围内4宗拆旧建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这4宗地块周边设施
配套齐全，土地价值量高，社会关注度较高。

4宗拆旧建新国有建设用地中，其中两宗为
坡博坡巷棚改片区地块，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
地，地块土地面积分别为 24345.61 平方米（合
36.52亩）和29449.54平方米（合44.17亩），土地
出让年限为70年，容积率小于3.0，该宗地按现状
出让；另外两宗滨江新城二期棚改片区，土地用途
为城镇住宅与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商业建筑量不
低于总计容量的25%），地块土地面积17745.49
平方米（合26.62亩）和46962.66平方米（合70.44
亩），土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70年、零售商业
40年，容积率小于4.175，该宗地按现状出让。

另从省相关部门了解，我省租赁住房项目、保
障性住房项目、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列入省棚改
计划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在拆除旧房的原址上建
设的商品住宅项目、征地及拆迁补偿安置住宅项
目不受商品住宅年度实施计划限制。此次挂牌的
地块，均位于棚改范围，已完成棚改安置工作，不
受商品住宅年度实施计划限制。周围片区基础设
施配套成熟，交通便利，区位优越。

海口市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着力用于改
善市民生活居住条件，提高居民居住幸福指数，全
面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省会城
市品质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