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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美丽福山，人人有责……”
7月29日上午，福山镇综治办专干、

“双创”组副组长曾祥海沿着街道检
查，不时拿起喇叭，对不文明行为及时
制止。

与群众接触多了，曾祥海劝导起
来也有了技巧。“人做美容就变美了，
街道也要做美容，街道干净整洁了，你
来我往，赏心悦目。”在一家美容院门

前，曾祥海提醒店员将车辆摆放到固
定车位。像这样的劝导，是曾祥海都
要做的事，“一天喊下来，虽然嗓子直

‘冒烟’，但是治理效果慢慢出来了”。
“我摆摊卖了3年农产品，最近政

府给我们划定了固定摊位，方便很多。”
在福山镇临时摊位卖芋头的潘春梅说，
附近摆摊的村民多来自福山镇周边村
庄，靠卖农产品养家糊口。在福山镇的

整治行动中，当地政府为流动摊贩划分
出2片临时摊位。有了摊位，潘春梅和
同行们也懂得感恩，卖完东西后，会将
地面收拾干净，自觉保持卫生。

“2011年底，福山荣获‘全国文明
村镇’称号，我们基础条件好，但随着
镇墟发展扩大，人口越来越多的同时，
也带来一些顽疾，需要重点整治。”福
山镇人大主席褚昕恬说，针对重点治

理难点、痛点，近日福山镇将镇墟划分
为13个片区，成立13个环境卫生分
片区整治组，由8名至10名党员干部
为一组，督促个体户严格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并对墙壁、墙面、电线杆、
树木上的乱贴乱画、乱拉乱挂现象彻
底清理。同时，综合执法组负责对主
干道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设摊点、
乱停乱放车辆等现象进行整治。

澄迈把“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与创文巩卫工作结合推进

文明风景扮靓澄江迈岭

通过情景小短剧反映不文明行为

澄迈创新手段
开展网络文明传播

本报金江7月30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张仁圣）边开车边打电话、公共场所争抢座位、网
络散播谣言……这些不文明行为的“主角”，居然
是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原来，这是7月29日澄迈
举办的网络文明传播培训交流会上，学员们的精
彩表演。通过情景小短剧反映不文明行为也是澄
迈开展网络文明传播的新方式。

在2020年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网
络文明建设是重要考核内容。结合当下网络自媒
体注重“人设+场景+表演”营销模式的传播特性，
澄迈县宣传部门创新工作思路，邀请专业戏剧表
演教育机构及当地活跃度较高的自媒体运营者参
与，帮助该县各单位各系统宣传从业人员开拓思
维，加深政府部门对网络文明传播工作的认识，掌
握更多网络文明传播工作技巧。

来自该县各机关单位的100多位学员，经过
短时间的戏剧表演专业指导，对身边常见的不文
明现象进行了艺术加工：公交车上，乘客前推后
挤，让老年乘客站立不稳，有人吃东西随地乱吐；
窄逼的电梯间内，有人乱扔垃圾，有人大声打电
话，有人抽烟……学员们现学现用、绘声绘色的表
演，让现场掌声不断。这些由澄迈县公务员参演
的文明情景小短剧，将在网络、电视及本地流动宣
传车上进行传播。

参训学员张帆表示，宣传工作应该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戏剧表演加网络传播技能这样的培训
让大家感觉很新鲜，能更有效贴近生活，今后他自
己会在工作中多花心思策划一些体现文明要素的
有趣的小视频，帮助大家更好地树立文明新风。

24小时自助无人车管所
落地澄迈福山
可以自助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
信息变更等多项业务

本报金江7月30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张斐） 7月29日上午，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在澄迈福山咖啡风情镇举行无人车管所揭牌启
动仪式，标志着无人车管所正式落户福山。

据介绍，无人车管所设有导办机器人一台、车
驾管业务一体机两台、交通违法处理机三台、驾驶
证制证机一台、驾驶人自助体检机一台，可24小
时“营业”。

群众扫描身份证刷脸进入无人车管所，可以
自助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信息变更等业务；机
动车号牌、驾驶证补换领、信息变更等业务；车辆
违法查询、处理、扣分、缴款，处罚决定书编号缴款
等交通违法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智能机器人的全程引导下，
群众自主办理号牌和行驶证补换后，可以通过警
邮模式邮寄到家。

据了解，该项目为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为民办实事，解决群众
办理交管业务路途远、不方便等困难的一大举措。

澄迈开展纪律教育
拉紧纪律高压线

本报金江7月30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周宗波）近日，澄迈县举办2020年党员领导干部
纪律教育专题班。专题班为期两天，围绕党的领
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三方面展开。

专题班除了有县领导登台授课外，还组织学
院观看两部警示教育片，到警示教育基地进行了
现场教学，通报了近年来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情况，用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具有理
论性和针对性，对推动该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举办此次纪律教育专题班，是澄迈县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总体方案部署落实的举措之一，旨在通过
对澄迈“关键少数”系统的培训，引导全县党员领
导干部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转变作风，打造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的过硬队伍，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注入强大动力。

据悉，根据省纪委监委工作部署，澄迈县近期
还将举办“以案释纪法 自警守廉洁”2020年全省
党员干部纪律教育巡回展，选取该县7个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集中展出，组织全县党员干部、监察对
象前来参观，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要正确看待和行使权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增
强自身的拒腐防变“免疫力”。

“扫黄打非”进基层
宣传活动走进澄迈校园

本报金江7月30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7月28日上午，澄迈县“扫黄打非”进基
层宣传活动在澄迈县第二小学举行，吸引了该校
400多名师生到场参与。

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通过歌舞、琼
剧等多种形式的表演向大家宣传了“扫黄打非”工
作，工作人员还自编自导自演节目《扫黄打非一起
来》，教授学生如何抵制有害出版物及信息的侵
蚀。此外，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扫黄打非”有奖知
识问答，加深师生们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本次活动由澄迈县“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办，澄迈县旅文局等单位承办，旨在进一步提
高学生对“扫黄打非”的认识，提升学生辨别有害
出版物及信息的能力，增强师生对“扫黄打非”工
作的认同和社会责任感。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现在存栏多少只鸡？产蛋量如
何？”7月28日上午，在位于澄迈金江
镇黄竹村的澄迈县丰达荒山种养专业
合作社，黄竹村脱贫攻坚中队一行人
前来了解合作社的养鸡产业。

该合作社是黄竹村一家蛋鸡养殖
场，2017年投产运营，2018年吸纳贫
困户加入，有18户农户以土地入股形
式参与合作，其中6户为贫困户。

“村里的贫困户不仅能享受年底
分红，参与务工，合作社还定期举办讲
座、技能培训，提升贫困户发展生产的

内生动力。”黄竹村脱贫攻坚中队副中
队长常彩红介绍，黄竹村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8户91人，为了帮助这些贫
困户脱贫“摘帽”，近些年，脱贫攻坚中
队注重引入社会资本到黄竹村发展产
业，带动村民们脱贫致富。

“在这打工一个月3000元，跟以
往在外地打工收入差不多。”在鸡舍
里，黄竹村村民王映贤说，前些年靠
外出务工脱贫，今年受疫情影响，无
法外出打工，担心再次返贫，还好在
村干部的介绍下，他在村内养殖场找
到了工作。

跟王映贤一样在村内务工的村

民还有不少。事实上，黄竹村一带，
是澄迈县有名的瓜菜种植区。脱贫
攻坚中队和村干部们注意引导瓜菜
大户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目前，村
内建设4个冷库，储存量达6000多
吨，瓜菜收购点众多，形成了瓜菜产
销产业链。该村还有专业的瓜菜销
售团队，将瓜菜销往北京、上海、河北
等内地省份。

去年底，黄竹村18户贫困户已
经全部脱贫。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去
年，黄竹村脱贫攻坚中队看重百香果
生长周期短，收益见效快等特点，决定
在村内发展百香果产业。

“一方面是为了带动村民致富，另
一方面也为了培养村干部‘领头羊’
意识，培养他们的市场经营思维和能
力。”金江镇人大主席、黄竹村脱贫攻
坚中队中队长王瑞斌说，要想发挥好
党支部的基层堡垒作用，必须让党员
干部们动起来，激发他们创业干事的
激情，给村民们树立榜样。

黄竹村脱贫攻坚中队带领本村
“两委”干部前往海口一家百香果种植
基地“取经”，又主动在网上看视频学
习，摸索百香果搭架、修枝等种植和管
理技术。去年10月，黄竹村如期种下
21亩百香果。管理和种植上的技术

活全靠村干部们，除草、浇水等非技术
则专门聘请村里的脱贫巩固户。脱贫
巩固户分红与劳动挂钩，每参与一次
劳动则可获得相应积分。

“这个月刚刚收获完百香果，收入
5万多元，大伙对这个产业充满信心，
今年底还将收获第二批。”常彩红介
绍，最近黄竹村与农科院专家合作，投
入50万元，将养鸡场的鸡粪循环利用
起来，养殖黑虻虫，制作有机饲料，用
于瓜菜种植，并引入山西田森集团，计
划结合发展高科技现代农业、物联网
产业、生态康养项目。

（本报金江7月30日电）

澄迈黄竹村脱贫攻坚中队引进社会资本发展产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引来资本“长流水”滋养黄竹“节节高”

开放校园展示优质教育
7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举办

校园开放日暨招生推介会，千余名家长和学生受
邀参观该校校园，详细了解学校理念、办学目标、
办学特色等。

据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是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与澄迈县政府合作举办的公办完全
中学，是省政府开展“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
育资源引进工程引进建成的学校之一，于去年9
月首次招生。该校今年计划招收七年级学生450
人，高一年级学生240人。

文/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本报记者 苏晓杰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自从社区环境变好了，
大家空闲时就爱坐在街巷里
乘凉，热闹得很！”7月29日
下午4时许，在澄迈县金江
镇中山社区，居民吴清德和
几个老邻居坐在屋旁的巷子
口聊天。巷子里，小孩子们
玩着游戏，吃着零食，自觉将
垃圾丢到屋内垃圾桶。

今年3月以来，澄迈县
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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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在全力做好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
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同
时，结合新一轮创文巩卫工
作，澄迈党员干部、志愿者、
居民等全民动员，全民参
与，改善人居环境卫生，建
设文明城市。

“澄迈顺应创文巩卫热
潮，全力以赴抓重点、攻难
点、创亮点，努力让文明城
市创建成为一种习惯。”澄
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澄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王逸生说，2015年至2017年间，
澄迈已经建成省级文明城市，目前正
朝着全国文明城市的方向努力。

如今，澄迈正把“四爱”大行动与
创文巩卫工作结合统筹推进，并已初
见成效——

澄迈推动爱国卫生运动进企业、
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发挥

县文明办、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
行业协会、学会以及村（居）委会和基
层党组织的作用，组织开展爱国卫生
专题讲座、志愿者服务、“小手牵大手”
等活动，引导群众树立健康强国理念，
强化群众参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的自觉性；

澄迈县商务局、县市监局、县综合执
法局等部门全面梳理老旧小区、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等重点部位，环境卫生“脏乱
差”问题，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加强对农贸市场、“五小”门店、流动摊贩
的整治和监管，突出治理农贸市场设施
陈旧落后、卫生状况较差、划行归市不落
实、“三防”设施不规范等问题；

此外，澄迈各镇持续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集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突出清理死角盲区，从打造整治庭院

做起，向村庄公共环境卫生整治拓展，
促进村庄清洁常态化、长效化。

“和谐友爱的霞光在海岛上绽
放，新时代里奏响澄迈文明的新篇章
……”近日，澄迈县创文巩卫主题歌
曲《澄迈文明新篇章》正式发布。歌
曲描绘了澄迈山水风光，也唱出了澄
迈人民对美好新生活、对美丽新澄迈
的热爱。 （本报金江7月30日电）

分片包干 整治痛点难点

志愿奉献 引领精神文明

“社区里老人居多，我们发放创文
巩卫宣传资料时会面对面讲解，提高
他们对创文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参
与率。”7月29日下午，在澄迈金江镇
中山社区，身穿蓝色马甲的大学生志
愿者王泽经和同伴们挨家挨户上门宣
传创文巩卫知识。

在中山社区门口，同是志愿者的

蔡轻豪和王广颖设置了两个摊位，为
社区里的老人免费修剪头发。“感谢你
们，剪得真好，感觉清爽不少！”理完发
的吴清德起身离开时，夸赞志愿者们
的好手艺。面对表扬，蔡轻豪说：“希
望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献爱心，共同为文明城市建设作
贡献。”

共青团澄迈县委副书记黄华广
介绍，目前澄迈县有2.7万余名注册
志愿者。他们参与社区管理、交通
引导、安全教育等志愿活动。今年
来，澄迈已经举行4场专题培训会，
对各乡镇、各学校团组织、各社区负
责人等开展志愿者登记注册、项目
发布等内容培训，并号召企事业单

位干部职工、青年创业者、社区居民
组成志愿服务队，参与城市管理。7
月初，澄迈招募了70余名返乡大学
生组成志愿服务队，为县城17个社
区分别配备 2名志愿者，同时在车
站、医院、政府大厅、景区等公共场
所及窗口规范化建设 77 个学雷锋
志愿服务点。

全民参与 共创文明城市

7月28日，学生家长走进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

77月月2828日日，，华东师范大华东师范大
学澄迈实验中学开展校园开学澄迈实验中学开展校园开
放日活动放日活动，，各年级学生以班各年级学生以班
为单位在运动场跑步为单位在运动场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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