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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委、市政府就垃圾分类多次召
开专题会，研究试点方案、实施方案，提出
具体要求和任务，成立市垃圾分类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城乡全面实施垃圾分类，亟待配备齐
全的分类设备，加快建立与垃圾分类衔接
的收运体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垃圾分
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傅晟说：“根据人口数
量及垃圾产生量，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采
购并配备投放容器，环卫服务企业增配或
改造满足分类要求的公共垃圾桶和收运车
辆，确保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和运输。”

在那大镇清平村委会武后村新建的分
类垃圾收集环保屋，今年9月中旬建成投入
使用。每间分类垃圾收集环保屋配备1名
宣讲员，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分类垃圾收集环
保屋，宣讲员林岳钦介绍，环保屋共有1大2
小3间房，中间房间是敞开式的分类垃圾收
集屋，有15平方米大小，安放4类垃圾桶8
个。左边6平方米的小屋是阅览宣教室，安
装电视机，播放分类投放垃圾宣传片，村民
可来这里学习如何分类投放垃圾。右边是
6平方米的手工室，摆放用垃圾废品制作的
手工艺品，儿童座椅板凳，儿童可在这里玩
耍，从小接受环保知识。她说：“环保屋实际
上是宣传阵地，让垃圾分类成为村民的习
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大人小孩都能到
垃圾环保屋来玩，边玩边学习环保知识，垃
圾分类习惯需要从小培养。”

该市还投资1500多万元，建成57座生
活垃圾分类收集屋；投入垃圾分类车242辆，
其中厨余垃圾收运车12辆，有害垃圾收运车
7辆，可回收垃圾收运车21辆，其他垃圾收运
车202辆；截至10月8日，全市设置12338
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安放分类垃圾桶
25570个，其中那大城区、各镇区（墟）、农林
场场部设置4250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位，安放分类垃圾桶6185个；自然村（生产
队、居民小组）设置8088个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点位，安放分类垃圾桶19385个。

住在那大镇碧海一家小区的很多居民
是省外的“候鸟”老人，最近陆续来儋州过
冬，志愿者吴向丰每天到碧海一家小区的定
时定点垃圾分类收集屋，引导居民分类，向
小区老人讲解垃圾分类知识。负责那大镇
建成区环境卫生的儋州市美城环境服务公
司负责人、市生活垃圾分类办成员胡建伟
说：“针对新实施垃圾分类地区的城乡居民
缺乏分类常识问题，儋州各环卫服务企业招
聘垃圾分类志愿者188名，其中那大城区招
聘104名，各镇、村招聘74名，每天在垃圾
投放点引导市民正确分类。”志愿者引导城
乡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

儋州动员全民参与，完善垃圾分类设备，分类建设垃圾处置项目

来，和垃圾分类交个朋友！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10月1日至8日，儋州市那大镇
屋基村委会成为省内外游客乡村游
新选择。8日，导游冯郁芳带领来自
海口的40名游客到屋基村委会，参观
中国农业公园乡愁博物馆，在小湿地
观看鹭鸶，参观符南进将军纪念馆，
到玫瑰园赏花。

许永强是儋州市委组织部第一
批社会招聘回引人才计划培养对象
之一，目前在屋基村委会挂职锻炼，
是村里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者之
一。他说：“巩固脱贫成果，靠乡村振
兴，靠发展产业。结合村里旅游资
源，与旅行社合作，让屋基村成为儋

州一日游景点，今年屋基村还入选国
家森林乡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我们更要抓住机遇开发乡村旅游产
业。”

据统计，10月1日至8日，儋州市
共接待旅游总人数28.1万人次，与去
年同比增长8.28%；旅游总收入逾1.4
亿元，增长32.24%。

此外，儋州市接待一日游客人
13.47万人次，增长11.48%，乡村旅游
功不可没。10月5日，不少游客到中
和镇七里村观赏玉蕊花，“玉蕊花非常
美，整棵树开满玉蕊花，美丽亮眼。”海
口游客陈明辉说。儋州策划“古郡魅
力惹人醉”“情满中秋过佳节”“礼赞国
庆齐打卡”3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独

特文化景区景点，展现乡村优美的生
态环境，给国内外游客美的体验。“古
郡魅力惹人醉”旅游线路，让游客在东
坡文化旅游区感受东坡文化，体验“拓
片+雕版印刷”等，到中和古镇寻找骑
楼老街、魁星塔等历史文物。光村镇
泊潮村假期“出海捕鱼”乐趣体验套
餐，吸引自驾游、乡村游客人。

儋州景区景点推出特色活动，游
乐项目免费或大幅度折扣，吸引大量
省内外游客，全市A级旅游景区接待
人数4.97万人次，增长2.7%。儋州
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承办2020儋州全
民定向趣味赛，全国各地的近百名

“定向粉”享受运动趣味。石花水洞
景区负责游乐项目的员工黎广阔说：

“国庆假期前，与2只孔雀合影，10元
拍1次；儿童滑索项目，30元玩2次；
挑战 10秒游戏，10元玩 1次，但国
庆、中秋假期全免费。”除了免费项目
外，用塑料圈套活鸭、套布娃娃等收
费项目，也吸引很多大人小孩参与。
一名海口游客花10元套住了1只活
鸭，开心大笑；来自陵水的小游客套
住1个布娃娃，满怀高兴。儋州力推
团体游、家庭游见成效，“两院”植物
园、莲花山文化景区、东坡书院等推
出研学游、祈福游、文化游等，吸引以
师生、同学、家庭、朋友等名义组团的
团体游，以及家庭游客人，增加游客
数量，增加餐饮、住宿等消费力度。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

国庆假期，儋州乡村游受追捧，景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

山海美景明目 人文乡愁怡心

儋州与省农垦控股集团合作
将联手打造垦地融合发展样板

本报讯 儋州市与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近日在那大镇举行座谈会，就推进垦地一体
化发展、项目开发、垦地土地管理、社会职能移
交等合作，深入探讨和交流，达成共谋垦地融合
发展的共识。

儋州与海垦控股集团渊源深远，是双方融合
发展的重要基础。儋州各级各部门将海垦控股
集团作为服务对象，把农垦职工当作家人，一体
化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双方团结一
致，用发展的眼光解决影响阻碍双方发展的各种
问题。儋州市委负责人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确保群众和职工利益至上，按照企
业让利群众、政府让利职工的原则，联手打造垦
地融合发展样板。建立双方联席会议制度，组织
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加强协调沟通。以编制“十
四五”规划为契机，积极谋划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背景下的新定位、新项目、新目标，推动垦地共
同发展。 （李珂 李秋欢）

儋州与金山云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金融科技等领域合作

本报讯 近日，儋州市政府与金山云在海口签
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科技、云计算等领域，
深入开展务实合作。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与小米及金山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商谈时指出，希
望能与小米集团在大数据应用、总部经济、现代
金融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儋州将为小米、金山云等在儋州发展提
供优良的投资环境，促进双方高质量发展，实现
互利共赢。

小米及金山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
表示，海南自贸港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儋州产业
基础合理，优势明显，对儋州的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将结合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推动金山云与
儋州展开务实合作。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积
极谋划并拓展未来在海南的业务布局，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更好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实现
互利共赢。 （李珂 韦雪梅）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项目加速
达产后年产值达50亿元

本报讯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海南澳斯卡国
际粮油项目，是今年9月13日洋浦集中开工项
目之一，目前正开足马力建设，争取早日竣工投
产。

10月 8日，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项目施工
现场已基本完成场地平整，工人正在开展原料
筒仓的基础施工。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项目
负责人张春晨说，项目投资商特别看重洋浦的
区位优势，包括洋浦享受的原产地规则、人才
和金融方面等优惠政策优势。洋浦的营商环
境也非常好，政府对投资商的服务很贴心，有
事必应、应事必办。他表示将加快施工速度，
以“一天当作三天用”的干劲，创造洋浦项目建
设的新速度。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项目位于洋浦保税港区，
占地208亩，总投资35亿元，预计2022年8月投
产。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达50亿元，带动200
多人就业，将进一步带动洋浦港航物流、金融、贸
易、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发展。 （符润彩 邓白荣）

本报讯 10 月 1 日至 8 日，儋州市委宣传
部主办的“我和国旗同框”祝福祖国活动在市
民文化广场举行，众多市民纷纷到国旗前打
卡，拍照留念，以特殊的方式祝福新中国繁荣
昌盛。

在那大镇市民文化广场，高约5米、宽近10
米的大红门型方框矗立，背景板是一面巨大的国
旗，市民一家人或三五个亲朋好友一起，在国旗
前面合影留念。10月1日，家住那大镇军屯街
区的市民鸿福英说：“从媒体上知道在市文化广
场有与国旗同框活动，我今天特地从家里赶到市
文化广场，和大家一起用‘我和国旗同框’这种
方式，祝福新中国生日快乐，祝愿祖国母亲繁荣
昌盛。”

海南沐阳食品有限公司的主播羊娴10月1
日早上7点钟就来到现场，她说：“一个架子一
个手机，连上我的直播间，记录儋州市民庆祝国
庆盛况，希望更多的网友了解儋州市民的爱国
情怀。” （李珂 罗鑫）

儋州市民游客与国旗同框拍照留念。
通讯员 罗鑫 摄

我和国旗同框成儋州一景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6月 1日至9月 30
日，围绕“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的目标，儋
州市实施垃圾分类试
点。从 6 月至 10 月 8
日，全市建成57座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屋、投放
亭；投入垃圾分类运输
车242辆，安放分类垃
圾桶25570个。原试点
区域市民知晓率超过
98%，参与率逾85%，分
类投放准确率约82%。
在试点的基础上，10月1
日起，儋州市城乡全面实
施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
统工程，任重道远，涉及
文明新生活，每个市民
须积极参与。近日，儋
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到那
大镇文化中路五街、恒
大名都小区等垃圾定时
投放点现场办公，解决
垃圾分类面临的难题。
他指出，明确目标任务，
聚焦重点难点，深挖问
题根源，落实整改措
施。通过户外广告大
屏、新闻媒体、“小手拉
大手”等，多举措开展垃
圾分类宣传引导，入脑
入心，提高市民关心、支
持和参与垃圾分类的自
觉性、主动性。党员干
部积极履行职责使命，
率先垂范；市民群众积
极响应号召，自觉分类
到位，为建设美好新儋
州出力。

通过调查，新实施垃圾分类区
域的居民，与原试点区域的居民相
比，存在对垃圾分类认识不足、垃
圾依旧一袋装的现象。10月6日，
儋州市和庆镇培训各村（居）委会
支书、管环境卫生的村干部、村级
保洁员百余人，请市垃圾分类办的
有关人员讲解如何正确分类。国
庆中秋假期，儋州市环卫局广泛开
展宣传引导，分发5万多份宣传单，
以增强城乡居民环保意识，提高居
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
投放准确率。

为做好垃圾分类，该市各部
门提出“管行业必须管分类”，齐
心协力推动城乡全面实施垃圾分
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督促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及所属食堂的垃
圾分类；市教育局管好学校、幼儿
园的垃圾分类，建垃圾分类示范
教育基地和示范校园；市住建局
指导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垃圾分
类；市卫健委抓好医疗系统垃圾
分类，做好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
分流、分类管理；市服务投资局督
促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再生资
源回收站等垃圾分类；市城管局
组建专门的执法队伍，对不按规
定落实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人、
不按规定分类运输的垃圾车辆等
给予处罚。各镇、农林场承担本
辖区垃圾分类主体责任。

根据城区以及乡镇实际情
况，该市在城乡实行不同垃圾分
类方式。城镇主要推行“其他垃
圾+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
垃圾”4类垃圾分类；农村主要推
行“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2类
垃圾分类，确保分类科学、稳步推
进。以提高生活垃圾的资源回收
利用率为目标，鼓励农村和偏远
地区对厨余垃圾、枯枝烂叶等就
地处理，减轻集中收集处理的压
力和长距离运输的问题。儋州市
美城环境服务公司负责那大镇二
片区的管理员李善珠说：“在城乡
接合部，我们倡导村民就地消化
厨余垃圾，有的可喂鸡、喂猪，有
的沤肥。”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能力和水
平提高了，垃圾分类后的最终去
向如何处理。市环卫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儋州已投资建设系列垃
圾处理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及其配套项目占地130亩，可每
天处理1500吨生活垃圾，总投资
6.4亿元，即将投入使用。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占地30.68
亩，总投资8696万元，每天可处
理100吨餐厨废弃物，基本满足
儋州及洋浦需求，已完成征地及
清表。危险废弃物收集处理项目
占地20.44亩，总投资4904万元，
可处理废铅蓄电池、废矿物油、医
疗废物等。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项目占地68.20亩，年处理30
万吨建筑废弃物，征地已完成。
粪便资源化及无害化处理项目占
地1.3万多平方米，处理规模为每
天180吨粪便，正在编制项目建
议书。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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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500 多万元，

建成57 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屋

投入垃圾分类车242 辆

厨余垃圾收运车12 辆

有害垃圾收运车7 辆

可回收垃圾收运车21 辆

其他垃圾收运车202 辆

全市1.2 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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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70 个

市民游客在体验空中玻璃滑道漂
流。 通讯员 何万常 摄

⬆儋州市那大镇的
志愿者给分类垃圾桶套
上垃圾分类收集袋。

通讯员 韦斌 摄

⬅儋州市新购置厨
余垃圾分类运输车，正
在装运厨余垃圾。

通讯员 韦斌 摄

小区里的定时定点
垃圾分类收集屋。

通讯员 韦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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