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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首批安居型住房
开始抽签选房
解决424户基层教师和医护人员住房困难

本报讯（记者孙慧）8月3日，白沙黎族自治
县首个安居型住房项目——滨河家园项目进行抽
签选房，115名准购房者参加这次抽签选房。滨
河家园也是我省首个进行抽签选房的安居型住房
项目，将解决424户白沙基层教师和医护人员住
房困难问题。

滨河家园是面向白沙全县符合条件的基层教
师和医护人员推出的一批安居型住房，整个项目
建筑面积达54866平方米，总投资2.41亿元，该
项目将在今年底正式交付使用。

安居型住房是我省参照省外做法、结合海南
实际创新的住房制度，目的是让符合条件的本地居
民家庭和引进人才，能够以与自身收入水平相适应
的价格，购买一套商品住房。

今年，我省要求各市县加快安居型商品房建
设进度，完成年度3.5万套的安居型住房建设任
务。此外，各市县还要逐步明确完善具体轮候条
件、分配次序和销售价格，争取到年底能有一批安
居型住房建成销售，解决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住
房困难。

目前，海口、三亚、陵水、定安、儋州、白沙、万
宁等市县安居型住房已经在加快推进建设中，并
且陆续启动安居型住房材料申报工作，预计下半
年将陆续有市县进行安居型住房抽签选房，年底
将有一批安居型住房交付使用。

■ 本报记者 高懿

8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澄迈县
盈滨半岛的滨乐港湾度假区外围看
到，碧波荡漾，岸线蜿蜒，四五十厘米
高的红树苗长势喜人。“原来这里违法
围填海，周边还有很多水产养殖场，现
已全部清退，生态功能逐步恢复。”澄
迈县老城镇党委书记曾学说。

截至目前，澄迈县完成滨乐港湾
度假区违法围填海项目问题治理工

作，拆除违法围填海项目，清退项目周
边水产养殖场，共计拆除填海面积约
51亩、护岸544米，开挖清运回填料
约12.58万立方米，回填后方陆域清
退养虾塘2.97万平方米，在项目拆除
原址上补种了13.26万株红树林进行
生态修复。

时钟拨回到2019年7月，第二轮
中央环保督察指出澄迈县滨乐港湾度
假区项目违法围填海问题。面对问
题，澄迈坚持“态度上全盘接收，行动

上立行立改，整改上务求实效”，严格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
要求整改。

澄迈结合实际，科学制定《澄迈县
盈滨半岛滨乐港湾度假区围填海项目
拆除处置工作方案》，明确8项具体的整
改措施，将滨乐港湾项目环保问题整改
分成了“梳理和排查、评估和论证、组织
拆除、海域使用权回收（撤销）、生态修
复”等5个整改阶段，分步骤分阶段有序
推进整改工作的落实。

“拆除滨乐港湾度假区违法围填
海项目填海区域和养殖池塘围堤，促
进了盈滨内海原有的海域自然属性、

地形地貌恢复，增加了盈滨内湾纳潮
量，提高了内湾与外海的海水交换强
度，内湾自净能力明显提高。”澄迈县
生态环境局局长王哲能说。

2021年1月，滨乐港湾度假区项
目通过海南省林科院阶段性验收，结
论认为：造林成活率为95%，修复效
果符合《海南省宁翔实业有限公司老
城镇滨乐港湾红树林造林作业设计》
要求。

举一反三，澄迈县进一步做细做
实环保督察整改，在滨乐港湾度假区
项目外侧补植木麻黄12.1亩、椰子树
132.5亩。“种植木麻黄和椰子树，在

保护海岸带的同时，也鼓励当地渔民
发展林下经济，因地制宜套种短期经
济作物，促进渔民增收，为推动澄迈
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曾学说。

据悉，下一步，澄迈将按照先易后
难、有序推进的原则，结合在编的老城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盈滨内湾岸
线内陆一侧规划生态廊道，构建滨水
慢行体系、塑造景观展示节点、预控视
觉通廊，推动滨水空间的品质转型，
加强滨水优质景观资源向腹地地区
的渗透，实现还景于民、还岸于民、还
海于民。 （本报金江8月4日电）

澄迈完成滨乐港湾度假区违法围填海项目问题治理工作

拆除围填海 补种红树林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关注2021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本报海口8月 4日讯 （记者王
培琳）“9 月的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上，我们将展出14款车型，其中车
展推出的新款是星越 L 及四代帝
豪。”近日，吉利汽车海南开心店总
经理方李斌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车展还将推出大力度的购车
现金优惠。

据介绍，吉利目前有5个系列，共
14款在售车型。其中，远景系车型2
款，分别为远景X3 pro、远景X6；帝
豪系车型3款，分别为2021款帝豪
UP、2021 款帝豪 GL UP、帝豪 S；
BMA平台车型3款，分别为ICON、
缤瑞、缤越，CMA平台车型3款，分别
为星越L，星越S，星瑞；博越系产品3
款，分别为博越亚运版、博越百万款、
博越pro。其中，星越L及四代帝豪作
为金秋车展新款车型，将在车展主推。

事实上，吉利在海南地区也越来
越受消费者青睐，在沃尔沃技术和
BMA、CMA架构的加持下，吉利的
品牌力和产品力已经迅速提升，同时

以较为亲民的价格，给海南客户带来
良好的价值体验，上半年销量6100
余台。

方李斌说，与很多新能源汽车品
牌一样，吉利新能源近两年的研发力
度增长明显，吉利是有深厚技术积累
的企业，推出的几何C、几何A pro
等车型，在海南市场是炙手可热的新
能源爆款单品。

下半年，吉利将推出A0级的精
品新能源车型，价格预计在5万至7万
左右，届时将能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

数据显示，吉利新能源车型在海
南销量稳步增长，2021年上半年已
达1900余台，特别是爆款单品持续
走强，预计今年能完成4000台以上
的销售台数。

为了更好助力海南新能源汽车的
推广使用，针对海南现有奖励政策，吉
利稳步推进，以客户为中心，让客户得
到产品价值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新能
源汽车的实惠，并计划将服务从海口、
三亚逐渐向其他市县拓展，让更多市

县的客户享受到吉利新能源体验。
据了解，今年的海报集团金秋车

展上，吉利全系最高综合优惠可达2.8
万元，同时，针对公务人员、教师、医
生、军警等还有额外的现金补贴优惠。

方李斌表示，金秋车展在品牌展
示、车型展示、新车销售等方面对企
业都有很大的帮助，最主要的是，可
以让更多消费者以最实惠的价格买
到心仪的车型。

吉利汽车将在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展出14款车型

最高购车优惠达2.8万元

星越L。 受访单位供图

海口美兰区45户
住房困难家庭获公租房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尾娇 张天晓）“太开心了，经过抽签终于拿到了
公租房入住资格。”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困难
户吴多贵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作为该区的公租房
轮候对象，他通过选房抽签抽到了一套公租房，这
让他一家人开心不已。

当前，美兰区公租房实物配租选房工作已顺
利完成，包括吴多贵在内，符合优先配租特殊对象
和按轮候时间排序久远的45户公租房轮候对象
均喜获住房。这也是美兰区推进“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工作的一项内容。

美兰区住保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公共
租赁住房房源共计45套，均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
秀花园，房屋单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以下的小
户型。

“针对公租房房源有限，保障对象轮候时间过
长、优先配租对象困难问题突出的难题，我们积极
调剂、多方筹措房源解决特别困难的群众住房难
问题。”该负责人说。

一系列的举措积极“破难题”，美兰区有效地
加快保障对象抽签选房，解决了一级残疾家庭21
户、复转军人6户、70岁以上孤寡老人2户、特困
户2户、按轮候时间排序久远的12户，以及部分
低保家庭的住房问题，增强了困难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圆了“安居梦”。

琼海发放首笔
环境违法举报奖金

本报嘉积8月4日电（记者刘梦晓）海南日
报8月4日从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该市
一位举报某企业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市民获奖
3000元。这是琼海市根据《海南省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实施以来发放的首笔环境违
法行为举报奖金。

据了解，今年3月12日，琼海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生态大队接到群众反映琼海市某企业排放气
体污染环境，执法人员立即赴现场展开调查。

根据第三方监测单位出具的监测报告显
示，该企业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
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根据该法律规定，琼海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依法对该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
定书》。

与此同时，按照《办法》的规定，琼海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生态大队向举报人发放了3000元的奖
励金。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大队有关工作人
员表示，此次奖励发放，既是兑现承诺，也是希望
以此鼓励更多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当好社会
监督员。

定安首个餐厨垃圾处理厂
投入使用
每日可处理厨余垃圾25吨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朱
望佳）日前，定安首个餐厨垃圾处理厂
投入使用，该处理厂位于定安县生活
垃圾填埋场内，建设面积约300平方
米，主要收集定城区内的厨余垃圾进
行集中处理，最大处理量25吨/天。

结合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等要求，
该餐厨垃圾处理厂采用一体化集中泔
水处理系统，主要包括格栅池、隔油
池、调节池、一体化气浮机设备等构筑
物，具有出水水质稳定、处理效果显
著、微动力、维修保养容易等优势。

“这套系统采用就地操作及自动
化控制，厨余垃圾通过设备处理之后，
可实现水、油、固体分离，原水排至填
埋场调节池内，经由渗滤液处理站进
行深度处理，油脂及残渣则转运至屯
昌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这套系统
可实现厨余垃圾的分类和无害处理。”
定安县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定安还计划在撤桶并点、
定时投放点设置、垃圾箱房改造、分类
投放等工作上下功夫，通过加大巡查考
核力度，建立健全各项机制，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将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临城8月4日电（记者易
宗平）露天垃圾池装满生活垃圾，一
旁是凌乱的旧家具和破砖瓦，道路
上不时可见家畜粪便，沟渠里是又
臭又黑的污水……这是8月2日下
午，海南日报记者在临高县加来镇
美积居暗访时拍摄到的场景。

“家门前的垃圾池，有时候20
天甚至一个月才清理一次。”82岁的
美积居居民王大爷的住房与一个露
天垃圾池相隔约300米，垃圾池里
孳生的蚊虫让他不堪其扰。下午5
时许，他就打开了一包蚊香，向记者
诉苦：“如果不点蚊香，蚊子就会咬
得我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记者随机查看了主要道路上
几个橙黄色的垃圾箱，盖子开着，
里面装满了生活垃圾。再向前步
行约一公里，路边4家住户附近都
堆放着废弃物，有的是瓦砾和碎
石，有的是长出野菌的腐朽木头，
有的是破瓶子和废旧竹背篓。与

厕所相通的一条土沟里是黑臭粘
稠的污水。

如此脏乱差的环境卫生问题，
难道没人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加来农场
成建制移交给临高县管理后，除了
原有基层组织，新设立了大尧、古
里、美积居。近年来，这3个居的环
境卫生工作，曾由加来农场聘请的
71个保洁员负责。2021年5月，该
县将这3个居的保洁工作外包给临
高东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后，保洁
员队伍减到不足40人。

有居民担忧：企业为了节约人
工成本，减少保洁员，保洁工作怎能
保质保量？

8月3日，临高东飞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陈金玲接受采访时
坦承，公司环卫工作有做得不好的
地方。目前加来镇3个居的保洁员
偏少，垃圾清运忙不过来。他承诺，
公司会加派保洁员，并组织突击队
及时清运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政府聘请
专业公司负责环境卫生工作，本来
是好事，但是从这几个月的运行情
况来看，公司没把环境卫生做好，
有的居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
题仍未解决。

政府请来的专业公司没把环境

卫生做好，这件事该由谁来管？加
来镇有关负责人称，目前该镇3个
居的社会职能没移交到镇里，仍由
加来农场管理。加来农场有关负责
人则表示，3个居的环卫工作由临高

县市政园林管理局购买服务。
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李祥晶表示，该县环卫工作购买服
务时间短，确有监管不到位之处，要
正视问题，今后将对外包服务加强

监管和督促，并进行考评；在公司加
派保洁员基础上，政府再开发一批
基层保洁公益岗位；协同相关部门
和单位，引导居民做好房前屋后清
扫等环境卫生工作。

临高美积居等地保洁业务外包后，露天垃圾池约20天清运一次，房前屋后污水横流——

政府购买服务后，为何卫生更差了？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热线

琼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一批优秀教育人才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0名高中学科
骨干教师和21名农村地区优秀教育人才。

据悉，本次招聘的高中学科骨干教师一经聘
用，将享受优先解决编制和岗位，解决住房及家属
子女工作、上学问题等政策。凡签约5年以上
（含）的还可一次性获得35万元（税前）安家费，招
聘的学科骨干教师为特级教师的另外再奖励安家
费10万元（税前）。

与此同时，琼中继续实施农村地区优秀教育
人才激励机制，计划在全县各乡镇及以下公办学
校（不含县城区学校）设立5个农村省级骨干校长
竞聘岗位和16个农村省级学科带头人（农村省级
骨干教师）竞聘岗位，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在职校
长、教师公开竞聘。被聘用的农村地区优秀教育
人才除享受优先解决编制和岗位，解决住房及家
属子女工作、上学问题等政策，还可获得农村地区
优秀教育人才乡镇工作补贴。

8月2日，临高县加来镇美积居的一处露天垃圾池。当地居民介绍，这个垃圾池从上次清空到如今装满已有多
天，没人来清理。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本报保城8月4日电 （记者贾
磊）8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卫健委获悉，2020年11月，
保亭县医疗集团成立，保亭县域医疗卫
生共同体工作启动，旨在整合全县医疗
资源，推进分级诊疗工作。如今，该项
改革成效正逐步显现，保亭医疗服务水
平正从“县级强”转向“县域强”，各个乡
镇的偏远村落村民，开始享受保亭医疗
改革的发展红利，在村里镇里就能享受
到县级医院的诊疗服务。

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到如今的集
约化诊疗模式。保亭县医疗集团下辖
保亭县人民医院、9家分院（乡镇卫生
院）、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亭县医疗集团成立后，可以全
面掌控所有的耗费，降低采购成本，能
够开源节流节流，提升职工们待遇，让
他们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保亭县医
疗集团负责人介绍。

“成立医疗集团的首要目标就是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老百姓在

自己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
疗服务。因此，保亭县医疗集团已经
着手建立人、财、物向基层下沉相关
制度，对集团成员机构帮扶计划正在
有序推进。”保亭县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自2020年3月起，保亭县人民医
院选派10名内、外科副高级以上医疗
专家成立流动医疗队，每周一至周五
到乡镇分院坐诊、查房、临床带教。

同时，专家医疗队还加强乡村两

级医疗卫生机构业务指导，不断提升
乡村基层医疗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
目前共为20名乡镇分院基层医务人
员提供进修学习机会。此外，医疗集
团还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并有针对性
地对该县加茂镇、响水镇两家中心卫
生院长期派驻专家驻点工作。

同时，保亭县医疗集团还紧紧围
绕“整合医疗资源、发挥龙头作用、完
善分级诊疗”的工作思路，通过建立以
县域医共体为基础的县、镇、村有序衔

接的三级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打造总
医院与分院系统化、规范化、统一化的
一套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多措
并举推动医疗集团发展。

下一步，保亭县医疗集团将以建
机制为重点，统筹推进“医疗、医保、
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在强龙头发展
和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
设、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方面
加快前进步伐，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群
众的健康。

保亭组建县域医疗集团，整合全县医疗资源，提升分级诊疗效果

医疗服务“县级强”转向“县域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