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关注垃圾分类

儋州连开3张责令改正通知书

督促农贸市场
落实垃圾分类

本报那大11月4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10月26日至11月2日，儋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连续开出3张垃圾分类行政执法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责令那大镇红旗市场按照垃圾分
类规定、分类标准安放分类垃圾桶，分类投放垃
圾，持续督促其整改到位。

红旗市场是儋州市那大镇主城区规模最大的
菜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人流量大，产生的生活垃圾
多。10月26日，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二中队
执法人员发现红旗市场没有按照垃圾分类规定、分
类标准安放分类垃圾桶，仍有大量混装垃圾，向其开
出儋州市第一张垃圾分类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责令该市场于10月29日前完成整改。

10月30日、11月2日，执法人员再次到红旗市
场督促整改，发现该市场虽然增设了一定数量的分
类垃圾桶，但仍然整改没有到位。11月2日，针对该
市场整改不到位问题，执法人员又开出两张不同内
容的垃圾分类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
令红旗市场11月4日完成整改。

“收到通知书后，我们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
购买分类垃圾桶，向市场内的摊主发放垃圾分类
宣传手册。并打印出垃圾分类标识，贴到9个旧
的大垃圾桶上。”红旗市场管理所所长陈庆昌表
示，目前已按要求整改到位。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表示，对于
不按要求分类投放垃圾的单位，目前已责令限期
整改为主，下一步将对违规人员和单位建立台账，
进行相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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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11月4日上午9时许，定安县定
城镇潭黎村，一间六七十平方米的会
议室里人头攒动。尽管距离上课还
有近半小时，但会议室里已经座无虚
席。来自定城镇各村的农户早早赶
到这里，拿着笔和本子，等待一场期
待已久的开班仪式。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
参加定城镇‘双学历’中专班开班仪
式。从今天起，我就是咱们班的班主
任了。”站在讲台上讲话的，是潭黎村
村委会副主任叶创敬。

开班仪式上，叶创敬一边给大家
讲“双学历”培训的意义，一边鼓励大

家将今后所学知识联系生产实际，勤
提问，多学习，“以后生产经营遇到问
题，欢迎大家来找我。如果我解决不
了，还能对接省农校的专业老师。”

叶创敬的一番话，让坐在台下的
陈正达，更加肯定了自己报名学习的
决定。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搞种植
的，但亏在文化水平有限、技术跟不
上。”陈正达说，自己来学习，一是希
望实实在在地提升技术，二是想借助
平台与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交流，为
自己今后的发展开拓新路径。

脱贫户蔡丽娟听完一番话也深
受鼓舞：“这次中专班开设的课程多，
全免学费、课本费，还提供交通补

助。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这样难得的
机遇，我们必须抓住！”

定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晏和勇
介绍，此次定城镇“双学历”中专班的
开班，也标志着定安县2020年“双学
历”教育工程的全面启动。

“‘双学历’教育指的是大专学历
教育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定安计
划用5年时间，在完成农村党员干部
大专学历教育和万名中专生培养计
划任务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提升农村
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
技术能力，培养更多有知识、懂技术、
善管理、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晏
和勇介绍，定城镇‘双学历’中专班的
学员，通过3年的学习和考核后，不

仅可以拿到国家认证的中专学历毕
业证书，还能获得更完善的人事档
案，为今后就业提供保障。

事实上，“双学历”教育工程并不
是第一次在定安实施。据统计，近年
来定安已通过双学历”教育工程培养
了565名农民中专生和286名农民
大专生。其中，不少农户通过学习提
升了生产技术，不仅拿到学历证书，
还成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通过发展
产业带领更多人增收致富。

实打实的效果，让许多农户有了
动力和信心。“原本今年我们只有
211个中专学历入学指标，没想到报
名的人数远远超出，最终成功报名的
就有430人。”晏和勇说。

尽管想要积极学习，但不少农户
还是担心自己学不懂、跟不上。“大家
可以放心，我们不过多讲述理论知
识，大多以大家平时种植、养殖和经
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难题为例进
行讲课。”省农业学校老师的一番话
给学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开班仪式上，定安县委人才发展
局有关负责人也给大伙鼓劲：“虽然
咱们的学历有差距，但在建设海南自
贸港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比别人拥有
更多的发展机遇。大伙要抓住这样
难得的学习机会，提升自己的真本
事，成为新时代的新型职业农民，助
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定城11月4日电）

汇聚抗击疫情磅礴力量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打响。省慈善总会全员进入“战
时”状态，竭尽全力汇聚社会资源，共
同抗击凶猛疫情。

为确保捐赠与交付渠道的顺利畅
通，省慈善总会以“善款不留存，物资
零库存”的运行标准，加快工作节奏，
按照捐赠方意愿及整体工作部署进行
款物调配发放。在湖北孝感疫情形势
严峻情况下，省慈善总会联系爱心单
位，签订定向捐赠协议，采购了4000
个护目镜，第一时间运送至孝感市防
控指挥部。

急百姓所急。得知海口、三亚、保
亭、陵水等地瓜果蔬菜滞销，省慈善总
会积极协调碧桂园集团海南区域等爱
心企业紧急启动公益行动，先后投入
133万余元，采购约200吨滞销的瓜
果蔬菜。

据统计，疫情期间，省慈善总会共

接收境内外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
2354.1万元，支出款物总计2344万
元。今年7月，省慈善总会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项目荣获中华慈善总会颁发
的“中华慈善品牌项目”奖。

开展公益活动助学济困

“99公益日”活动是腾讯公益联合
超万家公益慈善组织、知名企业和数
亿用户，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民
公益活动。今年，省慈善总会积极参
与“99公益日”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9月1日，省慈善总会、省总工会
举行“全省困难职工救助”项目募捐启
动仪式，现场共募集2.6万元善款；9
月4日，省教育厅举行“海南高等院校
助学”项目募捐启动仪式，现场共募集
到3.1万元善款；9月8日，爱心助学暨

“99公益日”活动启动仪式在琼海举
行举行，现场筹集到9万余元善款；海
垦集团以“海垦帮扶互助基金”为载
体，动员垦区职工一起做公益，全垦区

共动员9922人参与捐赠活动……
省慈善总会还组织动员了全省各

市县慈善会、成美慈善基金会及海垦
集团、椰树集团、海口市红星食品厂、
海南省供销社等爱心单位参与“99公
益日”活动。截至9月30日，全省共
筹集到2127.26万元善款，比去年增
长93%。

“今年，我们将困难职工和困难学
子作为主要受助群体，精准设计‘全省
困难职工救助’‘海南高等院校助学’等
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和参
与。”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聚焦重点领域发挥善款作用

有限善款必须用在“刀刃”上。今
年前三季度，省慈善总会努力让慈善
资金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在助
医、助学、助困、助老和其他公益等5
个方面，实施了29个项目。

医疗扶贫项目是省慈善总会重点
打造的慈善品牌，今年前三季度，助医

系列项目共计支出2609.58万元，惠
及2909人次。品牌项目“慈心之旅”
救助89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爱汝行动”救助103名乳腺癌患者，
“微笑列车”救助15名唇腭裂儿童。
在中华慈善总会支持下，继续开展中
慈患者援助项目，援助抗癌药品价值
2286.22万元，惠及1818人次。

爱心助力寒门学子。省慈善总会
会同爱心企业举办系列助学活动，发
放助学金328.4万元，资助549名优秀
贫困大、中学生完成学业。为长者谋
福祉。省慈善总会开展“绚丽晚霞”特
困孤老照护项目，惠及孤老225人次。

在善款筹募过程中，省慈善总会
“外联内通”多方引“活水”。今年前三
季度，省慈善总会还与爱心企业合作，
在海口、儋州等市县筹集善款3087.1
万元，开展了海口灵山仲恺村美丽乡
村建设、儋州大成镇新风村美丽乡村
建设和陵水英州镇贫困户危房改造等
公益项目。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

今年以来，省慈善总会围绕抗击疫情、助力脱贫攻坚等开展一系列慈善活动

点滴爱心聚暖流 扶危济困释大爱

定安启动2020年“双学历”教育工程，为400余名农户免费提供技能培训

加强农民再教育 振兴乡村添动力

海南“最牛群主”海选
火热报名中
最具正能量群主可获活牛1头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韩星）“2020年海南最牛群主”活动自11
月2日启动以来，反响热烈，已有数十位群主成功
完成海选网络报名，他们的群事迹已经在新海南
客户端“最牛群主”页面展示。

本次活动由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主办，海选报名将持续至11月22日。活动旨
在寻找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以个人和群的力
量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的
微信群主。有意者只需下载“新海南”客户端点击

“最牛群主”按钮进入活动页面，即可参与报名。
此次评选活动设置20个奖项。其中，最具正能

量群主奖1名，奖励活牛1头和5000元奖金；最具
真情奖群主3名，奖励3000元奖金；最佳贡献群主
奖6名，奖励2000元奖金，其余奖项10名，奖励
1000元奖金。评选将通过材料筛选、评选投票、专
家定评等环节，确定“最牛群主”各类奖项获得者。

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见习记者 刘乐蒙

村民组成清洁队伍，对村庄的人
居环境卫生进行整治，在琼海市博鳌
镇朝烈村南强村民小组已成常态。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南强村时，村民
们正在用电锯、扫把、簸箕等工具对村
道和路边的树木进行清扫、整理。

“我们村因为美丽乡村建设越来
越漂亮，可不能让村容村貌变差，影
响到村庄的发展。”村民莫翠灿是清
洁队伍中的一员。他说，南强村是琼

海市重点打造的美丽乡村之一，也是
琼海市知名的“网红村”，常常吸引游
客慕名而来。同时，越来越多的讲座
等活动，也来到位于南强村的博鳌凤
凰乡村振兴交流中心举办，“最近风
雨天较多，有不少垃圾来不及清扫，
现在天气好了，我们要马上行动起
来，把垃圾清扫干净。”

不仅是在南强村，在塔洋镇鱼良
村，一场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行动
也正在进行。由村民、村干部、乡村
振兴工作队、脱贫攻坚中队队员组成
的清洁队齐心协力，集中清理村道上

的枯枝落叶、纸屑、塑料袋、烟头等垃
圾，全面营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
的生活环境。

“不仅是村子变漂亮了，一场场
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下来，也能够引导
村民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该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黄俊锦介绍，今年
以来，鱼良村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
目标，结合乡村振兴工作，先后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40余次，农村人
居环境大为改善。

美丽乡村是琼海市重要的旅游
资源之一，为进一步推进人居环境大
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卫生水平，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充分展示旅游资源的
魅力，琼海市正在全市范围开展常态

化的农村人居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村

民是主角，因此广泛发动村民，才能够
有效促进村庄越来越美。”琼海市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琼海市委、市
政府着力把整治环境脏乱差、有效解
决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志愿
者，身体力行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同时，琼海市还大力加强环境卫
生整治宣传，定期进行环境卫生检查
工作，将“门前三包”和“三要三不要”
制度严格落实到位，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本报嘉积11月4日电）

琼海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

村民当主角 村庄更靓丽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开通远程门诊
上海顶尖医疗专家提供接诊服务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林
宇）11月4日，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和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的远程医疗门诊正式开通。目前仅开设
骨肿瘤科、足踝外科两个科，每周开诊一次，均由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顶尖医疗专家提供接诊服务。

当日上午9时许，步入耄耋之年的王女士在
老伴的陪伴下来到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今
年9月，王女士在下楼的时候突然感到右腿无力，
差一点摔倒。上个月，王女士偶然得知海口市骨
科与糖尿病医院要开通远程医疗门诊，由上海专
家线上接诊，便在网上挂了号。

当天，王女士坐在智能移动显示屏前，通过智
能移动远程医疗管理平台，向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
肿瘤科专家张智长博士详细地陈述病情。一旁，海
口本地医生陈晓峰作为现场辅助医生，将王女士的
CT报告通过平台实时上传，供远在上海的张智长
进行诊断。经过张智长诊断，王女士的右腿患有关
节内滑膜性软骨瘤。考虑到王女士症状较轻，张智
长建议选择保守治疗，并建议其减少走楼梯、爬山
等运动，采取靠墙蹲、扶桌甩腿等动作活动关节。

“远程门诊真的太方便了，不仅省了去上海看
病的时间成本和交通费用，专家讲得还特别详
细。”王女士称赞道。

“十三五”期间

我省建成131所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陈蔚林）“十三
五”期间，全省共拨付创建奖补扶持资金5160万
元，创建309所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目前
131所食堂获得授牌，其中4所食堂被确定为示
范基地，超额完成了既定的100所示范食堂的创
建目标。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日前举办的海南省
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检查员岗前培训班上获悉的。

据悉，“十三五”期间，海南通过“全面改薄”等
项目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学校食堂，通过开展食
品安全示范食堂创建活动，引领带动全省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

预计在今年年底，《海南省“十四五”期间学校
食堂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将出台，届时我省学校
食品安全将进入新的管理模式，由示范创建转向
标准化建设。

三亚提前完成19座
旅游厕所建设任务

本报三亚11月4日电 （记者
李艳玫 见习记者高懿）11月4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获悉，今年该市计划新
建改建旅游厕所19座，计划投资
1693万元。目前，19座旅游厕所
已全部修建完成，计划本月底进行
综合验收。

据了解，三亚推行旅游厕所“开
放联盟”形式，鼓励沿街餐饮店、购
物商圈、酒店等店铺、企业、机关单
位加入联盟，主动免费对外开放，满
足市民和游客如厕需求，提升三亚
旅游服务质量。对符合条件要求的
每座厕所每年奖补1万元。

今年，三亚已纳入旅游厕所“开
放联盟”的单位有65家，共有107
座厕所。

11月4日，乐东黎族自治
县千家镇温仁村脱贫户在领取
海口经济学院捐赠的复合肥。

当天，海口经济学院定点
扶贫物资捐赠仪式暨“助力脱
贫攻坚，情系温仁乡亲”专场文
艺汇演在温仁村举行。

本次活动中，海口经济学
院向温仁村捐赠5台电脑，用
于村委会信息化办公和开展电
商服务；为全村106户建档立
卡户及边缘户每户发放3包复
合肥，共计16.5吨；为农户捐
赠包含扫把、簸箕在内的370
套卫生清洁工具，用于农村人
居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捐赠扶贫物资
助力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刘晓宁

这是一组带着暖意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省慈
善总会款物收入8174.4万元，
款物支出8401.6万元；疫情期
间，驰援湖北省的款物达
1484.8万元；在今年的“99公
益日”活动中，筹到2127.26万
元善款，救助了一批在校贫困
学生和困难职工家庭。

慈善为民，善举济世。今
年以来，在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支持下，省慈善总会努力探索
具有本地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
机制和模式，积极募集善款，卓
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慈善活
动，让厚德大爱在琼州大地悄
然漫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