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 1日讯 （记
者计思佳 实习生王俊乐）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爱卫办获
悉，因天气原因，原定于8月 1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环境
综合整治、消杀灭蚊防控传染

病工作推迟一周。具体时间将
另行通知。

海口全市消杀灭蚊爱国卫生运动推迟一周

■■■■■ ■■■■■ ■■■■■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许克知

富有地方特色和韵味的村庄，临
高每个乡镇都有。这几年，临高县全
力脱贫攻坚，并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科学统筹美丽乡村、生态文明村
建设与示范村创建等涉农资金及资
源，全力改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昔日落后的农村大变样。今年3
月以来，临高全面开展“爱国、爱海
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
动。一些美丽乡村出了名，“四爱”刷
出了城乡“新颜值”。

临高着力打造风景宜人、环境舒
适、生态环保的美丽乡村。

东英镇兰刘村兰麦村民小组面
朝大海，环境洁净，舒服惬意。兰麦
村规划有序，条条巷道横平竖直，皆
水泥硬化，有排水沟。沿着干净的巷
道行走，可以在一些农户家看到东英
镇政府统一制作的“‘三要三不要’和

‘门前三包’”责任牌，上面有“每天要
打扫庭前屋后卫生，要定期清理厕所
和畜禽粪污”等字样。

东英镇宣传委员苏一祥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东英镇为村民介绍了三种
畜禽粪便处理办法，目前各村基本能
实现无大量畜禽粪便乱排乱放现象。
东英镇在2019年还出台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村庄清洁2019行动方案，划
分了各个村落的卫生责任片区，并出
台环境卫生红黑榜制度，以建立环境
卫生的长效机制。

临高波莲镇的“四爱”环境卫生整治
“可圈可点”。近日，波莲镇副主任科员
王小新，就带着记者到多贤村美道村民
小组一睹美丽乡村情况。美道村不仅有
乡村小公园，有污水处理系统，新修的水
泥巷道还配有雨水沟，而且行走在村里
巷道，可见房前屋后的绿意盎然。在村
里鼓励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美化家园。
村里巷道干净整治，全村卫生分责任区，
可以看见卫生责任人的责任牌。

王小新说,波莲镇“四爱”卫生活
动整治，实行“六个一”工作机制，即一
个牵头领导，包点领导牵头负责各村
环境整治；一个示范村，每个村委会都
有一个示范村，以点带面，推动全镇环
境整治；一个责任划分区，各村巷道均
安排责任人，包括保洁员以及监督干
部等，此外还包括一个曝光监督群、一
个党员先锋队和一个长效机制等。

王小新拿出手机，打开全镇的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曝光群对海南日报记
者说:“看，每个村的负责人每天都要
将村里环境卫生的清扫情况发到群
里，我们巡查发现问题，也曝光到群
里，以便马上解决问题。”

临城镇文星村、和舍镇布佛村、调
楼镇博贤村……临高一拨又一拨村庄
改头换面，成为环境秀美干净整洁的
村庄。美在农村不虚名。

“今年3月以来，临高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组织群
众从家庭环境着手，清除卫生死角、房
前屋后垃圾杂物，加大力度持续在城

乡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提升城乡居民
文明意识和健康卫生意识。”临高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办副主任劳国继说。
他说，临高建立环境卫生整治“112”
长效机制，即各部门、各单位、各社区、
各家庭每周开展一次环境卫生大清
理，各镇（加来农场）、各单位每月开展
一次环境卫生突出问题集中大整治，

每年春冬两季开展“爱国卫生月和爱
国卫生百日行动。临高县从全面落实
《临高县镇村环境卫生考核评比实施
方案》，每季度对各镇（农场）进行考核
评比，保障农村人居环境卫生。

临高县“双创”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临高将持续以“四爱”卫生健康大
行动为载体，继续深入推进环境卫生大

整治、乡村清洁家园行动、校园文明建
设、家庭卫生大扫除、文明工地创建等
各项活动，大力推进老旧社区环境卫生
整治，并以网格化驱动，开展常态化、规
范化管理，全面优化城乡居民生活环
境，提升生活品质，营造和谐文明的温
馨氛围，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临城8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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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彦 清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7712105277，于2008年

7月30日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

卫生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

遗失，编号：l 460106718，声明作

废。

●陈彬昆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1栋609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1685、金额:

206331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鑫中涛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合同章，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五合村

村民委员会文龙一经济社遗失《集

体土地所有证》，证号：陵集有(英)

字第00070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五合村

村民委员会文龙二经济社遗失《集

体土地所有证》，证号：陵集有(英)

字第00071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五合村

村民委员会新坡经济社遗失《集体

土地所有证》，证号：陵集有(英)字

第00074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五合村

村民委员会遗失《集体土地所有

证》，证号：陵集有(英)字第00072

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五合村

村民委员会加卜一经济社遗失《集

体土地所有证》，证号：陵集有(英)

字第00005c1号、00073号，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五合村

村民委员会加卜二经济社遗失《集

体土地所有证》，陵集有(英)字第

00065号、00066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五合村

村民委员会什项经济社遗失《集体

土地所有证》，证号：陵集有(英)字

第00067号，声明作废。

东方市商铺招租公告
东方市东海路6号三层建筑（原百

佳汇超市）拟出租：一、建筑面积约

3651 平，整体出租（含 6 个分租

户），租期5年。二、看房时间2020

年 8月 13-14 日 10:00。三、8 月

19日现场竞租，起价12万元/月。

四、竞租保证金48万元。五、报名

时间：8月17日前，地址：东方市烟

草专卖局（营销部）三楼办公室。

联系人：李女士 13518856099、

梁女士 13976936166。

海南省烟草公司儋州公司东方营

销部 2020年8月2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恢137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邓景文与被执行
人王为矣、王琼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执行依据为(2017)琼 0105民
初7817号民事调解书。因被执行
人不主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现本院拟处置王琼英名
下位于住海口市秀英区港务局西
区54栋415房(琼2018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067856号)。如对上述
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邵德福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1栋609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03514、金额：9457元），现声明

作废。

●高沐军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泰隆酒店

A型7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原件

（编 号 ：DZ：0002086、金 额:

500000元；）,现声明作废。

●乐东尖峰有光粉汤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469033600002176,声明作废。

●薛亚锋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61252219761125461X，特 此 声

明。

典 当 遗 失商铺出租 法院公告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 13078980837

装 修

乐佰仕智能分类垃圾桶
采用AI自动识别垃圾可回收或不
可回收，然后自动分类。目前投放
海口市政府、三亚市委、三亚市政
府运营取用，欢迎各位朋友光临实
地考察。电话13876930533

垃圾分类

广告·热线：66810888

省审计厅开展“四爱”
周末大扫除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陈
蝶 钟宇靖 王依崟）近日，海口市琼
山区东门社区，一支由省审计厅20
多名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如期而
至。每月组织干部职工赴东门社区
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
周末卫生大扫除，已成为省审计厅的
常态化活动。

当天上午9时，经过简单分工后，
干部职工纷纷拿起扫帚、铁锹投入到
卫生大扫除活动中。有人负责扫地，
有人负责清运垃圾，还有人负责巡河，
从路面垃圾、落叶到美舍河岸的塑料
袋、果皮、纸片，大家不放过任何一片
垃圾，不留下任何一个死角。经过共
同努力，东门社区及周边环境卫生得
到了改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此次活动，大家纷纷表示，以
“主人翁”身份定期参加“四爱”卫生健
康大行动，营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提
高了干部职工参与卫生大扫除活动的
积极性，以实际行动在文明创建中展
现良好的机关形象。另一方面，通过
宣传卫生科普知识，增强社区群众的
卫生文明意识，引导社区群众自觉维
护好环境卫生，积极营造全民讲文明、
讲卫生、讲科学的良好氛围，为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提供更加美丽、干净、绿
色的城市环境保障。

8月1日，在海南省图书馆，市民有序排队还书。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8月1日，在海口市龙昆南路，私家车随意停放占用非机动车道和
人行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红榜 黑榜

那里车辆随意占道这里有序排队还书

波莲镇带昆村美鳌村民小组经过人居环境整治后大变样。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北师大海口附校
开设国际班
50个招生计划列入中招提前批录取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高春燕）省中招办8月1日发布公告，根据《海
南省教育厅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开设
国际班的批复》，同意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从2020年开始开设国际班。

该国际班主要招收符合我省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报考条件的初中毕业生，今年招生计划50名，
列入我省2020年中招提前批录取。

“聚划算百亿补贴·汇聚海南”专场活动启动

海南免税离岛补购
飞猪官方旗舰店上线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韦
彦汐 通讯员李艺娜）为进一步激发旅游市场活
力，把握跨省游重启机遇，近日，省旅文厅联合阿
里巴巴聚划算，在中国旅游集团、海南航空大力支
持下发起“聚划算百亿补贴·汇聚海南”专场活动，
打造“阳光海南，度假天堂—健康游、欢乐购”目的
地形象，向全国人民发出来自海南的邀请。

本次活动是省旅文厅首次联合大型电商平台
举办的全网直播活动，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免税
政策与旅游经济复苏的背景，打造海南线上活动
专场，整合阿里巴巴经济体聚划算、淘宝等平台资
源，助力提升海南免税店商品、旅游产品、农产品
等各大产业的线上销售，同时吸引全国游客到海
南旅游消费。

7月30日晚在杭州阿里巴巴总部举行的“聚
划算百亿补贴·汇聚海南”上线仪式中，省旅文
厅副厅长刘成为海南恢复跨省团队游直播“带
货”。直播间里，刘成为全国游客推介了海南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并介
绍了全新的离岛免税政策。本次直播还推出了
福利包秒杀活动，包括由杭州飞往三亚88元特
价机票、88元秒杀三亚维景国际酒店+米其林品
牌套餐等旅游大礼包，极具诱惑力的价格瞬间引
爆直播间。与此同时，本次活动还开启“线上离
岛补购”新业务模式，海南免税离岛补购飞猪官
方旗舰店正式上线迎客。相较于此前针对来海
南的游客“线上下单，机场提货”的购买模式，此
次聚划算百亿补贴“线上离岛补购”是真正意义
上首次实现“免税同质同价直邮到家”。

我省加快完成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排污需“持证”！日前，
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完成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实现全覆盖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提出，各市县从8月1日起，用一个月的
时间开展发证登记质量复核工作，复核抽查比例
不得低于30%。

核发排污许可证，是实现固定污染源“一证
式”管理的关键环节，对探索实行发证与证后监管
联动，开展已发证企业证后评估及执法检查具有
重要意义。

《通知》指出，实现固定源排污许可核发登记
全覆盖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改革任务，我省作
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要率先完成这一改革任
务。各市县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工作力
量，采取逐个紧盯等更加得力的措施，多管齐下，
综合施策，尽快全部完成固定源排污许可核发登
记工作，并随即开启复核工作。

在市县复核的基础上，省生态环境厅将对市
县发证质量进行抽检检查。要对照排污单位的申
报材料逐一现场核实其真实性、完整性，对存在质
量问题的应要求排污单位尽快变更，对发现第三
方技术服务单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按照相关
规定予以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