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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8 月 10日上午 9时许，文昌市
潭牛镇大庙村55岁村民刘秀娥收
拾好房屋，顺手将自家客厅、厨房、
卫生间里的3个垃圾桶拎出来，将
里面的垃圾倒进一个袋子里，然后
提着走到村口。

“砰”的一声，刘秀娥将手中的垃
圾丢进一个绿色垃圾桶里。海南日
报记者却发现，在离这个垃圾桶不远
处其实有一个垃圾分拣点，一套已经
安装好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被闲置。

“家里的生活垃圾都分装好了，
为什么又混在一起扔呢？”记者好奇
地询问。

“分了也没用呀，每天镇里的环
卫车都是一起拉走的。”刘秀娥回答
道。

刘秀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大
庙村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村
子越来越漂亮，村民们也一改以往
垃圾随处乱丢的习惯，自觉将垃圾
收集起来等环卫车统一清走。但对
于生活垃圾如何进行分类处置，她
表示并不清楚。

“何止大庙村，文昌全市60多个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都已经建
好了，除了冯坡镇昌里村外，其余示
范点的垃圾分类分拣中心皆处于闲
置状态，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知情人
士透露。

随后，记者走访调查发现，事实

的确如此：截至目前，文昌市约63
个美丽乡村已建起垃圾分类分拣中
心，配备了餐厨垃圾一体化处理设
备，每个点的花费在50万元至80万
元之间，但基本都处于闲置状态，无
人管理运营。其中，仅冯坡镇昌里
村的垃圾分类分拣中心在运营使
用，村委会配备专门的分拣人员入
户收集餐厨垃圾进行就地处理，可
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被分类后转运
至相应的垃圾场。

不过，昌里村委会主任云大德告
诉记者，由于乡村人口有限，斥资数
十万元装配的餐厨垃圾一体化处理
设备远远达不到满负荷运转的状态，
通常隔两三天才使用一次。

相比而言，其他示范点的资源
浪费问题更为严重。在龙楼镇好圣
村，记者看到，这里的垃圾分类分拣
中心因闲置过久已积满灰尘，分拣

中心外的杂草近一人高。屋内的餐
厨垃圾一体化处理设备锈迹斑斑，
打开垃圾投放口，只见上面布满蜘
蛛网。有村民告诉记者，该垃圾分
类分拣中心与一旁的污水处理中心
3年前兴建，但建成后因疏于管理，
已闲置了很久，如今设备已腐蚀损
坏无法使用。

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2018年，我省开始启动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建设，
省级财政每个示范点给予100万元
资金补助。文昌市计划创建示范点
68个。

可建好的示范点为何闲置，沦为
摆设？

对此，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文昌
市环卫局。该局副局长符力表示，建
成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闲置，
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运营经费。“餐厨

垃圾一体化处理设备需要相对专业
的人员维护和操作，这需要一笔不小
的费用。目前，我们已与财政部门积
极沟通，争取安排专项资金，优先保
障生活垃圾分类等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点工作资金需求，力争于
2021年底前全面启动垃圾分类示范
点试运营工作。”符力说。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涉及用
地和大量资金投入，文昌克服困难
积极探索，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目前多个示范点的硬件设施基本完
成。但由于管理运营存在资金缺
口，项目尚未完成验收，因此没有投
入使用。后续期待多方合力，共同
解决资金难题，探索出一套可持续
的管理运营机制，让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点发挥真正的作用。

（本报文城8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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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60多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因缺乏运营经费而闲置

数千万元设备缘何成摆设

四川阿坝州农产品
产销对接会在乐东举行
推动两地“夏冬互补、直采直供”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陈颖）近日，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高原农产品产销对接会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西黎村举行。海南省供
销合作联社组织三亚市、东方市、临高县、五指山
市、白沙黎族自治县等6个市县供销合作社参加
此次产销对接会。

据介绍，近年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大
力发展品质可靠、价格合理的高原生态绿色农产
品，鼓励当地农产品走向全国各地。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此次与海南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深入合
作，采取平价供应方式，推动两地实现“夏冬互补、
直采直供”，减少中间环节，共同打造“农民+供销
合作社+市民”供应链，实现两地“双向采购”，降
低物流成本，让农民、市民受益。

自今年初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将21个省外流
通办事处整体移交省供销合作联社运营管理以
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加强统筹协调，稳步构
建跨省域、跨市县的联动互采新机制，助力海南
农产品销售。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南全
省供销合作社系统累计运销农产品41.86万吨，
销售额16.63亿元，16个市县供销合作社组建了
运销实体。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
二期将于8月底开业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胥圣兰）海南日报记者8月15日从海南省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获悉，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二期经营
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项目建设已近尾声，将于8
月底投入运营。目前已有超过200个国际一线香
化、精品、数码、手表、珠宝首饰、太阳眼镜等品牌
确定入驻免税城二期。

作为海南离岛免税的新晋主力，海控全球精
品免税城开业半年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知
名品牌入驻，按照与国际免税市场“品牌、品种、价
格”三同步的要求，为离岛免税消费者提供更加多
样的免税购物品牌选择。

免税城三期项目目前也正在紧张筹划，将围绕
重奢品牌进行布局，填补海南地区高端品牌空白。

据悉，全球三大珠宝品牌之一，来自丹麦的
PANDORA潘多拉珠宝，诞生于摩纳哥的珠宝品
牌APM Monaco，和来自中国香港知名的周大福
珠宝、六福珠宝，都将在免税城二期与消费者见面。

三亚启动今年义务教育
学位线下申请工作

本报三亚8月15日电（记者徐慧玲）8月1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教育局获悉，根据《三
亚市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8月
16日至8月18日为三亚义务教育学位线下申请
时间，还没有在线申请学位的家长可在8月16日
至8月18日，上午8时30分至12时，下午3时至
6时线下申请学位。

据悉，三亚义务教育学位线下申请流程为：家
长提交学位申请材料、审核员审核材料，材料通过
后，将由工作人员协助家长申请学位。

三亚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的家长可向户籍
所在服务区内的学校提交学位申请材料；非三
亚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的家长可根据居住地址
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学位申请材料。到三亚各
区教育局和各学校提交申请材料的家长须按要
求准备材料。

申请小学一年级学位的三亚户籍适龄儿
童，需提供户口簿、出生证；非三亚户籍适龄儿
童申请学位需提供在三亚居住及工作证明材
料，包括户口簿、居住证或流动人口信息卡（半
年以上）、社保清单。申请初中一年级学位的三
亚户籍适龄少年，需提供户口簿、小学毕业证或
六年级毕业参测准考证；非三亚户籍适龄儿童
少年的家长申请学位需提供三亚居住及工作证
明，包括户口簿、居住证或流动人口信息卡（半
年以上）、社保清单、小学毕业生或六年级毕业
参测准考证。

已申请学位，但审核状态显示为“补交材
料”的家长，请与审核学校联系，及时补充材
料。

海南队将参加全运会
12个项目比赛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旅文厅获悉，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
于9月15日至27日在陕西举行，海南健儿将角逐
12个项目，3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海南选手也将
转战全运会赛场。

经过一年多的全运会资格赛选拔后，最终，海
南运动员共获得12个大项的决赛资格，这些项目分
别是冲浪、帆船帆板、体操、拳击、跆拳道、举重、高尔
夫、沙滩排球、田径、乒乓球、武术和公路自行车。我
省举重新星何岳基、乒乓球小将林诗栋、“海南飞人”
江亨南、田径女子全能项目的周晶晶和王慧琼等都
将出征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全运会冲浪项目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9月8
日至14日在海南万宁日月湾举行。这是自2019
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后，万宁日月湾再一次
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冲浪项目的比赛。海南运
动员王成征、黄一格、邓雪莹、黄莹莹等将出战，力
争金牌。

本报椰林8月15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陈冰 王时政）近日，媒体
报道了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5名
执法队员上班时间不作为的相关情
况。8月14日下午5时，海南日报记
者从陵水县委宣传部获悉，涉事的5
名执法人员均为聘用的劳务派遣人
员。目前，该县已对这5名执法人员
予以辞退。

据了解，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作风整顿红黑榜》栏目
在网络上发布标题为“问政海南|陵
水多名执法人员上班聚集水吧喝茶
居民：天天如此”的报道，称陵水新村

镇5名执法队员8月12日下午、8月
13日上午在上班期间聚集于水吧喝
茶玩游戏，行为举止不雅，没有正常
开展执法工作，导致新村镇违规占道
经营问题严重。

该报道发出后，陵水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立即组织
相关部门对存在问题做出整改、严肃
问责，做到“立行立改、即知即改、真
改实改”。

经核实，涉事执法人员共 5名
（张某云、梁某俊、莫某震、郑某艺、顾
某师），均为聘用的劳务派遣人员。
目前，陵水已对这5名执法人员予以

辞退，并对新村镇分管领导及城管执
法中队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同时要
求新村镇纪委对全体执法队伍人员
进行谈话提醒。

下一步，陵水将以此次整改工作
为契机，持续深入开展作风建设整顿
活动，通过召开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
队伍作风整顿会议，对全县所有党员
干部和编外人员开展干部作风建设
整顿工作等措施，深入查摆全县各领
域党员领导干部作风短板问题，通过
自查自纠、警示教育等方式，坚持边
学边改、边查边改、边整边改，不断增
强党员干部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和职业荣誉感，促进陵水县各级干部
作风转变。

对于媒体报道中提及的占道经
营等问题，陵水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自8月15日起，陵水将对新村镇
开展镇容镇貌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
发动新村镇全镇党员干部以及抽调
全县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力量整治违
规占道经营、乱扔垃圾、乱搭乱建、乱
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对街道、农贸
市场、居民生活区等公共区域卫生进
行清理整治，确保新村镇镇容镇貌明
显改观、整改取得成效，努力为群众
营造整洁、有序、干净的居住环境。

上班时间聚集水吧喝茶玩游戏

陵水5名不作为的执法人员被辞退

海南矿业获上交所信息
披露工作评价良好等级

本报讯 （记者梁振君）日前，上
海证券交易所完成了对全部沪市主
板上市公司2020-2021年度信息披
露工作评价，并公布了评价结果。经
上交所综合考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评价结
果为B级（良好），该评价结果是公司
自上市以来取得的信息披露评级最
好成绩。

三亚3人诈骗
1500余万元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近日，三亚
警方破获一起安置房诈骗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周某协、彭某、左某明，3人涉嫌
虚构安置房源，伪造公章诈骗58人
1500余万元。目前，3人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2020年12月，三亚市公安局天涯
分局凤凰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伪造
天涯区政府公章买卖安置房实施诈骗。
经查，房产中介某某堡公司法人彭某、
左某明及房产中介某禾公司法人周某
协等人长期利用虚假房源信息，诱骗
多名客户签订虚假协议，并在协议上
加盖伪造的天涯区政府公章，待客户
交付意向金、预付款后，周某协等人无
法交房，便以各种理由拖延退款。在
此期间，共诈骗客户58名，骗取意向
金、预付款等款项共计1500余万元。

7月4日，专案组成功将周某协、
彭某、左某明抓获归案。经讯问，犯罪
嫌疑人周某协、彭某、左某明对其实施
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灯笼椒
■ 李喻

60多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点，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无人管理
运营，设备上结满蜘蛛网……文昌市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形同虚设
问题，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消解人
们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实在让人
痛心，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很具普遍

性、典型性，引人深思。
按理来说，文昌市推动垃圾分类

向农村延伸，创建 60 多个分类示范
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抓落实、做工
作的主动性，甚至可以说在推进农村
垃圾分类上走在了前面。只是，抓工
作单凭热情是不够的。一个个示范
点何以形同虚设？表面上看，原因在
摊子铺得太大，配套资金跟不上，以
及专业人员的缺乏，而从根本上看，
则是谋划不足、统筹不力，是作风不
实、不细、不严的问题。在项目推进

上，缺乏系统深入的谋划，缺少因地
制宜的调研，只是单凭一股热情，想
当然地、简单上项目，必然会导致项
目水土不服，最终与良好的发展初衷
大相径庭。

该事件再次说明，垃圾分类绝非
小事，极具系统性、关联性、复杂性，
各个环节之间彼此相连、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跟不上，都
会波及全局，导致功亏一篑。尤其是
农村垃圾分类，更要兼顾到不同地
区、同一地区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倘

若调查不深、研究不细、谋划不足，只
顾眼前、不管长远，背离实际、仓促推
进，就会事与愿违，造成资源的浪费，
形成不好的影响。唯有一切从实际
出发，谋定而动、精心部署，从严从实
从细抓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一步一
个脚印向前走，才能将好钢用在刀刃
上，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高质量
稳步推向前去。

问题是改作风的试金石。面对
曝出的问题，文昌市只有知不足而后
进，认真查找问题，及时补齐短板，才

能消除不良影响，在全省形成警戒示
范效应。当然，在“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深入开展之际，这也是
全省上下深入反思垃圾分类问题的
重要契机。工作中，是否存在图面
子、装门面现象，是否存在脱离实际、
揠苗助长的弊端……只有对镜自照、
举一反三，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剔除出去，以严实作风将各环节工
作扎实开展下去，才能真正做好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这一基础性工作，
让美丽海南更加靓丽多姿。

垃圾分类须谋之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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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文昌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点闲置视频报道。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昌化镇咸田村，村委
会干部乘小船在昌化江
下游河段巡查，推进退塘
还林工作。近些年来，昌
化江下游河段开展综合
治理，推进生态环境修
复，成效初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图/文

小船江上走
“绿”在岸上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