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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 9 月 6 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那大镇欢
乐堡幼儿园等20多家民办幼儿园学
位，近日公示被儋州市有关部门收
购，9月初秋季开园时，将以公办幼
儿园学位招收幼童入园。儋州市补
齐学前教育短板，收购民办学位，利
用农村小学校舍增设附属幼儿园，用
足公办园闲置学位，保障幼有所育，
推进“公办园幼儿占比50%”的工作
取得成效，今年春季适龄儿童入园率
91%。

儋州市常住学前适龄儿童42537
人，2020年春季学期全市在园幼儿
38688人，入园率91%，比上学期增加
5028人。用足公办园闲置学位，2019
年秋季学期 17 所公办园闲置学位
2889个，2020年春季学期比2019年
秋季增加2226人。新盈、木棠、新州
二幼、西流等4所新建公办幼儿园，
2020 年春季开园，新增学位 1170
个。利用农村小学校舍增设附属幼儿
园，启动“一村一园”工程，截至今年上
半年，53所农村小学设立附属幼儿园

（幼儿班），春季学期已招生2524人；
预计秋季学期，全市69所小学可开设
附设幼儿园（幼儿班）110个班，公办
幼儿园学位达3300个。

加快完善学前教育设施建设，新
改扩建公办幼儿园15所，预计今年8
月底前全部建成，新增学位4110个。
新建市特殊教育学校附属幼儿园、西
联中心幼儿园、东成镇第二幼儿园等
学前教育项目6个；改扩建东坡中学
附属幼儿园等学前教育项目4个；城
投代建八一幼儿园教学楼、西培幼儿

园、西庆幼儿园等学前教育项目5个。
购买民办学位，将符合条件的民

办幼儿园以租赁方式转为公办性质幼
儿园，拟通过购买增加公办幼儿园学
位5500个。在民办幼儿园自愿申报
的基础上，经资料审查、实地核查评估
等，拟购买那大镇欢乐堡幼儿园、那大
镇七色花幼儿园、那大镇小青藤幼儿
园、白马井镇海桥幼儿园、白马井镇东
方童话幼儿园等20多家民办幼儿园
学位。

调整公办园保教费标准，与公办

园发展相协调，重新审核普惠性民办
园，鼓励和吸引优质民办园办成普惠
性幼儿园。儋州市近日调整公办幼儿
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儋州市那大镇主
城区市示范园收费最高，为每位幼童
每学期收费2000元；市三级园收费最
低，为每位幼童每学期收费1000元。
儋州市其他乡镇的市示范园，收费最
高为每位幼童每学期1300元；市三级
园每位幼童每学期收费1000元。儋
州市农村小学附设幼儿园每位幼童每
学期收费800元，下浮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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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小巷105条的
儋州市那大镇群英社
区，人口1.765万人，近
2年来，街巷旧貌换新
颜。2018年至今，群英
社区居委会投入500多
万元修补20条街巷路
面，修通堵塞的13条排
水沟，绿化500多平方
米空地，清运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 5000 多车，
整治辖区内卫生死角
600多处，拆除违章建
筑80多间。9月6日，
2006年从广州退休回
儋州养老的67岁居民
吴琼光说：“广州的一些
小街小巷，环境卫生未
必有群英社区的整洁干
净。儋州环境卫生大变
样，我非常满意。”

2018年，儋州市全
面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确定2020年建成国
家卫生城市、海南省文
明城市的阶段性目标。
儋州市委、市政府率领
百万干部群众凝心聚
力，改善市容环境，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位，提高文明素养，建设
整洁干净优美的城市，
人居环境整洁有序，食
品安全、饮用水安全，
2020年市民和游客对
儋州环境卫生总体满意
率达 96.86%，99.4%
的群众对儋州市创建国
家 卫 生 城 市 充 满 信
心。至今建成国家级
卫生镇 1个、省级卫生
镇 12 个、省级卫生村
（行政村）93个、省级卫
生先进单位86个。

儋州市抓实抓细抓
好“里子”和“面子”建
设，8月 27日晚，儋州
市委书记袁光平带队
夜巡那大城区，现场办
公解决难题。袁光平
说：“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是增进民生福祉、
打造宜居环境、推动城
市升级、打造城市品
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抓手。加大清理整
治卫生死角的力度，提
升综合整治市容环境
的成效，探索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长效机制，提
升儋州城市整体形象，
以优异成绩向全市人
民和游客交上满意的
答卷。”

加快医疗重点项目建设

儋州高标准建立
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本报那大9月6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韦雪梅）儋州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高标准建立健全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不
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进海南西部医疗健
康中心建设，让群众享受到更加先进、舒适、优质、
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9月3日，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队到市疾控
中心（新址）项目、市中医院（新址）项目、市妇幼保
健院（新址）项目、“平战结合”传染病医院项目等
地，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医疗卫生重点建设项目
是民生实事工程，是补齐医疗卫生服务短板的迫
切需要，更是着眼长远、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
综合竞争力、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的必然要求。市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立足实际，放眼长远地做好区
域医疗卫生事业规划，做实做细医疗卫生项目方
案，注重科学性、实操性，以市场为导向，以百姓实
际需要为考量，统筹整合全市，尤其是城区医疗卫
生资源，科学布局优质医疗资源，合理确定各医疗
卫生机构的布局、数量、规模及功能定位，在确保
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医疗项目建
设，力争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儋州借“创卫”打造宜居环境，推动城市升级，优化营商环境

创国家卫生城 刷文明新颜值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市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进
程中，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强新时期爱
国卫生工作意见和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成立以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市四套班子成员
每周深入基层调研、暗访督导。市委
副书记、市长邹广说：“对标对表创卫
标准，系统排查补缺漏，严格督促抓
好整改，全力突破重点难点问题，坚
决打好打赢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攻坚
战。”儋州从各部门抽调精兵强将89
人，集中办公、高效运转，专职协调推
进“创卫”，研究解决难题110个。

那大镇西干社区小街小巷108
条，人口2万余人，街巷整洁有序，把
一段断头路改造为居民休闲健身文体
广场，达5000平方米，早晨和晚上成
为居民健身锻炼和跳健身舞、广场舞
的好去处。西干社区负责人陈卿说：

“居委会成立爱卫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党员、志愿者和居民参与‘创卫’，组织
力量整治卫生难题。”儋州市16个镇
均设爱卫会和爱卫办，社区与村委会
均设领导小组，爱国卫生组织体系健

全，各部门积极配合，居民积极参与，
“创卫”成效显著。2020年群众对开
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的知晓率为
98.86%，“创卫”惠民深得民心。

近日，儋州市第二中学举办远离
烟草危害、视力健康和爱牙健康等多
场健康讲座，“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引
导学生从小养成讲卫生良好习惯。”
教师祝平说，学校抓好常规健康教育
普及，提升师生健康素养，增强健康
意识。儋州市构建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网络，广泛开展健康宣传，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明显提升，从2017年
的11%上升到2020年的20.4%。

海南日报记者在那大镇清平村
委会武后村文化室前，看到建有篮球
场，旁边安放腰背按摩器、单人健骑机
等成套健身器材；附近的村民休闲公
园，也安放成套健身器材。儋州市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完善，100%社
区（村）均建有体育健身设施，全民健
身蔚然成风，城市居民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率达到31.3%，建成区每
千人口有2.6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永嘉大酒店53名职员，全部都把
健康证明胸牌挂在左胸前的衣服上，
前台服务员吴淑君的健康证明胸牌是
9月2日刚换的，换前她须到儋州市人
民医院体检。45岁厨师王杰说：“健
康证明胸牌1年换发1次，我们自觉
去换。病从口入，后厨人员健康很重
要。”儋州市建成区2242家“六小”行
业经营单位病媒生物防制，以及餐饮
具清洗、消毒、保洁设备齐全，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从业人员均取得有效的
健康证明。建成区49所中小学校全
部设立校医室，配备卫生技术人员或
保健教师，中小学健康教育开课率达
100％。近3年来，无重大职业病危害
事故发生，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生
活饮用水污染事故发生。食品储存、
加工、销售符合卫生要求，餐饮服务、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量 化 分 级 管 理 率
96.7%，牲畜屠宰符合卫生及动物防
疫要求，市政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监测
合格率均为100％。

那大东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员
48人，大部分职工大量时间是去居民

家里服务。副主任郑智权说：“全力完
成国家基层公共卫生项目，辖区疫苗
接种率由2017年的95%，提高到现在
的98%；家庭医生签约达12500余份，
方便居民在家看病。”儋州市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建成14家卫生服
务中心（站），标准化建设达标率为
100%；2019年，下降婴儿死亡率为
2.8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65‰，
孕产妇死亡率为17.15/10万；计划免疫
各项指标达到国家要求。

儋州市疾控中心投资1187万元
购买A类和B类仪器设备，2017年至
今，A类设备达到57种238台（件），B
类 72 种 262 台（件），达 标 率 为
96.79%，检验科负责人羊娜说：“符合

‘创卫’要求。”近3年来，儋州市未发生
重大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无甲类传
染病病例报告，无因防控不力造成的
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艾滋病疫情数
据信息报告及时率90.6%，高危人群干
预率达90%以上，全市结核病控制项
目人口覆盖率100%。

（本报那大9月6日电）

公共场所卫生显著改善

9月4日是星期五，那大镇清平村
委会武后村52岁志愿者叶茂松早上7
点半钟出门，打扫村里篮球场、文化小
公园、村里死角的卫生，捡地上烟头，
帮村民清理积水盆罐防制病媒，一直
忙到10点钟。“我和村里20多个志愿
者，每周 3 天打扫村里公共场所卫
生。”儋州市组建志愿服务队伍266
支，注册志愿者72728人，发动志愿服
务队整治环境卫生。截至目前，全市
共发动36.8万余人次整治环境卫生，
对2798座市场清扫卫生，清理沿街宰
杀活禽摊点 837 个，清理卫生死角
74842处，清理垃圾16.85万吨，清理
病媒滋生地51757处，消杀市场、车站
等重点场所722处。

在那大镇文化中路一街路口处的
垃圾定时投放点，安放“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4个
垃圾桶。65岁志愿者刘洪元说：“市
民把垃圾分类投放相应垃圾桶，垃圾
投放点干净多了。”儋州市全面提升市
容环境水平，垃圾日产日清，清运率达
100%，城市道路装灯率达100%，亮
灯率达99%；乡镇、社区、城中村、城
乡接合部卫生状况明显改观。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100%，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率104.97%。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44.2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9.46平方米。

儋州市中医院把440米的水沟用
树脂复合板覆盖，24座沉沙井用不锈
钢丝网封住，药房、食堂、卫生间54扇
门窗安装“四防”设施。副院长吴喜红
说：“每月2次药物消杀，防制病媒。”
儋州市消除病媒生物滋生环境，2019
年，全市鼠、蚊密度控制水平达到C
级，蝇类、蜚蠊密度控制水平达B级，
重点行业和单位防鼠、防蝇设施合格
率分别为95.51%和96.13%。

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一中
主教学楼顶，安放整套空气监测设
备。儋州市环境监测站的黄金亮说：

“今年起，这座空气自动监测站被列
为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
站。”儋州市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近3年未发生特重大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事故，噪音、空气、水环境均达
到国家标准。2019年，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100%；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水质达标率100%，安全保障达标率
100%；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54.2分
贝，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医源性污水
的处理排放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全面提升市容环境水平

儋州补齐学前教育短板

收购民办学位 保障幼有所育

洋浦壮大村集体经济
9个村今年累计签订合同金额417万元

本报洋浦9月6日电（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
邓晓龙 李铮）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管委会千方百计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村集体自身“造血”功
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9个村委会分别成立10家
公司（合作社），今年累计签订合同金额417万元。

西照村委会福照村开发草莓种植基地，近日，
村“两委”干部现场协调解决草莓基地用水供电问
题，为今年初秋种植草莓做好准备。西照村委会开
办洋浦物欣合作社，理事长李明联说：“今年将扩大
草莓种植规模，每斤草莓将给村集体经济带来2元
以上的收入，预计种植草莓将带动10名贫困劳动
力增收。”西照村委会还开办洋浦熙照建设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主要组织村民承接建筑类的劳务工
作，2019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率先实现了
洋浦村集体经济“零”的突破。截至目前，公司已签
合同金额180多万，获纯利近30万元。

洋浦9个村委会的10家村集体公司（合作
社），今年至今共签订合同 22 份，合同金额为
417万元，其中已完工项目10个，营业收入104.7
万元，纯收入36.5万元，带动贫困劳动力117人就
业、收入50余万元。

儋州部署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将组建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

本报那大9月6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李秋欢）儋州市委常委会9月3日召开，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海南自贸港创一流营商环境
动员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儋
州市委自觉站在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儋州发展
大局上看问题办事情，大力破解企业投资生产经
营中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努力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是特约记者从儋
州市委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各级干部进一步转变作风，增强服务
意识，为市场主体解决问题，支持和帮助市场主体
加快发展壮大。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对标国际国
内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破除制
约发展、不合理体制机制的障碍，推动营商环境大
提升，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优质发展空间。儋州
将尽快组建市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
和整体谋划，以全局视角对营商环境涉及的软、硬
环境相关要素进行统筹考虑，找差距、补短板，一
以贯之、久久为功，通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儋州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营
商环境工作方案和五年行动计划，将其纳入儋州

“十四五”规划。

欢度“双节庆”唱响新儋州

2020年网络儋州调声
大赛开始报名

本报那大9月6日电（特约记者李珂）今年的
国庆节恰逢中秋节，加之儋州调声节，儋州市将迎
来活动内容丰富的国庆节假期。儋州市决定举办
2020年“庆中秋，贺国庆，唱响新儋州”网络调声
大赛活动，目前已经开始报名。这是记者9月6日
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2020年网络儋州调声大赛分为团队赛和个
人赛，其中的团队赛男女不限，参赛队伍人数不得
少于12人；个人赛男女不限，参赛人数为1人；参
加团队赛的人员同时可以参加个人赛。参赛的儋
州调声曲目，应围绕“庆中秋，贺国庆，唱响新儋
州”主题，歌颂儋州近年来的建设新成果，突出儋
州在脱贫攻坚、“一创两建”、乡村振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以及建设海南自贸港等方面取得的成
就。同时，也可演唱经典的儋州调声曲目。

2020年网络儋州调声大赛设团队赛一等奖1
名（总分第1名，奖金15000元）；二等奖2名（总分
第2名至第3名，奖金8000元）；三等奖3名（总分
第4名至第6名，奖金5000+）；最佳人气奖1名
（网络投票第1名，奖金5000元）。设个人赛一等
奖1名（总分第1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2名
（总分第2名至第3名，奖金3000）；三等奖3名
（总分第4名至第6名，奖金2000元）；人气奖1名
（投票第1名，奖金2000元）。

总投资7.3亿元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工程完成总投
资3.4亿元，完工后将新增住院病床1600张。 黎有科 摄

儋州市那大镇清平村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打扫村里公共
场所卫生。 罗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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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兰洋镇各个村（居）实现了主干路硬化，支路平整，村容整洁，村内家禽
牲畜基本实行圈养。图为番新村街景。 羊文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