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至今，儋州市开
展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632起

统筹储备公共文化
设施项目、市活动中心
项目等8类共32个

儋州市在那大城区共设置分类垃圾投放点位 743个，新建、改建垃圾
屋（亭）169座，配备分类垃圾收集车辆 127辆。持续压实“禁塑”责任，今
年上半年，严查违规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共立案6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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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确保防疫机制
高效运转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王敏权）近日，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队到那大
镇、白马井镇，检查核酸检测采样点、隔离救治、信
息核查、流调队伍建设、核酸检测能力及紧急情况
处置等疫情防控工作。儋州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
中央、省委关于疫情的防控部署要求，确保疫情防
控机制保持快速精准、运转高效。这是8月22日
从儋州市委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表示，始终把保障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坚持科学防控、
精准防控，压实责任、超前部署、万全准备，千方百
计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造
成的不利影响。全力做好相关人员排查管控和核
酸检测、流调溯源、信息发布等，坚决切断疫情传
播渠道。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社会大
局安定有序。相关部门切实做好防疫一线人员的
防暑降温工作，确保安全、顺利、高效完成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加强采样点现场管理，优化现场服
务保障，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为群众采样创造
良好环境，确保核酸检测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8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
汽车总站及其周边道路看到，交通秩
序井然。而20多天前，这里运营大客
车占道乱停乱靠、站外揽客等不文明
经营问题突出。这是儋州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过程中解决的一个堵点难题。
7月26日，儋州市交警、城管等部门
联合出拳，整治儋州汽车总站周边占
道乱停乱靠、站外揽客，查处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连续10天共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301起，对12辆违规上下客
的运营大客车给予罚款1500元、停运
3天的处罚。

2020年，儋州市荣获第二届海
南省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获得全国文
明城市评选提名，拿到创建“通行
证”；2021年1月，儋州市委十二届十
次全会决定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战
号角。儋州以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
为抓手，大力倡导文明风尚，稳步推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持
续提升。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以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坚持以目标
为导向，切实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难点和堵点，大力提高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逐步提升城市品质和档
次，确保创建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
节点完成，促进城市管理更科学、更
高效、更亲民，持续改善人居生活环
境，不断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实现儋州
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打造海南西部

中心城市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

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基础设施

建立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推进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儋州市成立创
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市四套班子
主要负责人，先后出台《儋州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规划（2021—2023
年）》《2021年儋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方案》《儋州市领导干部“创文”
片区包点工作安排表》《2021年儋州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点位责
任分解表》等。

儋州有关部门与专业公司合作，派
2批专家到儋州实地指导，培训相关人
员。同时，制定《2021年儋州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项目计划表》，统筹储
备公共文化设施项目、市活动中心项目
等8类共32个，项目预算共10亿元。

8月11日，儋州市创文指挥部发
出《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倡议书，
号召百万市民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
从每件小事做起，共同浇灌绚丽多彩
的文明之花。那大镇先锋社区党支部
书记梁菊瑞及时召开动员部署会议，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服务群众、造福
百姓的利民工程，结合社区实际，把创
建工作分解、细化，落实到人。”她说，
通过入户走访、设立宣传栏、悬挂条幅
等方式，引导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杜绝不文明行为。

以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市民争做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者和行动者。

7月 27日，儋州市委宣传部指导的
“跬步文明”公益夜跑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举行，参跑者中年龄最小的仅
6岁，年龄最大的逾七旬，在夜跑过程
中沿途捡拾垃圾，在中转站参加趣味
闯关答题活动，学习《海南省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儋州文明有礼十八条》。
参跑的学生符玉珠说：“参加活动很有
意义，收获非常多。”志愿者月莲带2
个孩子参跑，她说不仅锻炼身体，还让
孩子学到文明知识，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出力。

推进环境整治
提升城市品质

8月 18日，儋州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创文总指挥长杨忠诚到百
佳汇超市、夏日国际广场、那恁集贸市
场、汽车总站等地暗访，“社会文明大
行动是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必然要求，
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大举措，是深化
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他说，今
年以来，儋州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不
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加强城区综合
治理，着力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儋州市全民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督促环卫服务企业，重点整治背街小
巷、城中村、空闲宅基地等环境卫生。
8月14日至15日，儋州市委办等市直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走进
那大镇23个社区（村、居、农场）整治
环境卫生。市政协办、市农业农村局
等25名党员干部职工到胜利社区，整
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乱丢垃圾等不
文明现象，胜利社区党支部书记温碧
山说：“社区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主

战场，需要营造洁净美的人居环境。”
推行垃圾分类和“禁塑”等文明生

活方式。儋州市在那大城区共设置分
类垃圾投放点位743个，新建、改建垃
圾屋（亭）169座，配备分类垃圾收集车
辆127辆。持续压实“禁塑”责任，今年
上半年，严查违规销售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共立案67宗，罚没款
3.22万元。8月12日，儋州多部门联
合执法检查红旗市场，对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6名摊贩立案查
处。红旗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石盛
华说：“大力推进‘禁塑’落到实处。”

更新完善市政设施，提升城市美
化绿化。今年以来，儋州市共修复破
损人行道砖1321平方米，修复路灯
5485盏灯。

开展城市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道路交
通、制约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焦点、难
点问题，共建文明交通。7月20日至
今，儋州市开展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
治，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632起，
全市交通秩序显著好转，市民文明交
通意识提升。近日，途乐（海南省）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在那大城区更新投放
共享电动车共1200辆，这家公司运维
人员李少华说：“助力更多市民养成绿
色出行习惯。”

坚持文化惠民
培育文明新风

“坚持文化惠民，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宣传城市文明，培育节俭、文
明、健康的时代新风。”儋州市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梁定中说，该市有关部

门深入挖掘整理东坡文化和儋州调
声、山歌、诗词、楹联等特色文化资源，
创作一批倡导乡风文明的优秀文艺作
品。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和全民健
身活动，举办广场文艺演出。倡导全
民阅读，使城市书香氛围越来越浓。

近期，儋州在全市开展家教、家风
主题活动，引导市民继承传统美德，树
立家国情怀。7月29日，儋州市委宣
传部举办儋州市文明礼仪学校暨“东
坡学堂”文明实践项目启动仪式，邀请
海南明德书院教师李悦如宣讲。同
时，儋州市文明礼仪学校将走进全市
16个镇举办30场活动，助力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

深入推进城乡“五网”建设，儋州
市建设美丽乡村，打造文明生态村，深
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今年3月，那大
镇塘坡村一段水沟受损，污水横流，发
黑发臭，1年多来，严重影响附近村民
生活。村民陈木进说：“睡觉时房间不
能开窗，晚上有浓臭味飘过来。”儋州
市政协驻村工作队深入实地勘察，充
分发挥政协作用，及时向那大镇政府
反映实际情况。今年6月，排污管道全
部铺设好，彻底解决污水横流问题。

倡导全社会奉献爱心、倾情帮扶
困难群体的文明风尚。 8月7日，中
华慈善总会·首彩爱心基金联合儋州
市多个部门，开展“天使的心跳”救助
活动，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侧
弯、白内障患者可免费就诊。符合资
助条件的患者，将安排在定点医院动
手术，医药费经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
后，剩余部分可获“天使的心跳”2000
元至3万元的资助。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

儋州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引领，持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文明风尚润儋耳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重
罚垃圾混投单位、垃圾运输车滴漏垃圾
污水的环卫企业，2020年11月至今，共
检查7511处场所；送达整改、处罚文书
4095份；查处216宗，共罚款2.345万
元。对整改不到位的重点小区、酒店、
工地施工单位，以及滴漏垃圾污水的环
卫企业共9家立案，拟处罚18.05万元。

从2020年 10月 1日起，儋州市
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该市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增添新职能：在街边临时
市场等分类投放垃圾容易出现“盲点”
的区域，引导和督促摊贩、店铺商户分

类投放垃圾。从2020年底起，开始依
法处罚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垃圾运输车滴漏垃圾污水的行为。

消费人群密集的农贸市场和酒店
等，是分类投放垃圾存在问题较多的
场所，有的经营者文明意识不足，对分
类投放垃圾不重视。2020年11月10
日，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
执法人员检查那大镇万福市场分类投
放垃圾情况时，发现3个出入口仅一组
四分类垃圾桶，两分类垃圾桶没配齐，
未悬挂“垃圾屋”标识，垃圾屋内垃圾
桶无分类标识，无管理台账等。11月
18日，执法人员再次检查万福市场时，
发现没有全部整改到位。万福市场有

关负责人麦海生解释，准备搬新市场，
到时候配齐分类垃圾桶等设施。执法
人员宋增生表示：“市场是人群密集场
所，分类垃圾桶摆放到位，市民才能分
类投放垃圾到位。”依法立案后，处罚
万福市场5000元。12月10日，万福
市场交罚款，迅速全部整改到位。

工地较封闭，施工单位往往不把
分类投放垃圾当回事，成为分类投放
垃圾问题较多的场所。今年5月23
日，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
员对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项目工地
进行分类投放垃圾检查，发现垃圾分
类桶未配置到位，公共厕所只有1只
塑料无盖垃圾桶，没按要求配置1只

密封的其他垃圾桶。依法给施工单位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项目部送达《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5日内整改
好。6月30日再次检查时，发现老问
题未改，又冒出新问题：办公室、公共
厕所未设分类垃圾桶。但上海建工七
建集团项目部有关负责人毛建新说，
已网上买分类垃圾桶，还没送到工
地。执法人员表示：“拟对这个工地的
施工方罚款5000元。”

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无害
处理儋州、临高、洋浦全域以及白沙部
分乡镇的生活垃圾，但转运垃圾过程
中，4市县区环卫企业的垃圾运输车
老化，导致垃圾污水滴漏污染。今年

6月10日，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执法人员在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附近检查，发现洋浦1辆垃圾运输
车垃圾污水滴漏严重，污染道路，使
200多米路面散发恶臭。洋浦环卫有
限公司转运站站长周宏剑说，垃圾运
输车厢密封胶老化，出现垃圾污水滴
漏，马上更换老化胶条，检查车厢有无
腐蚀漏洞，及时焊补好。执法人员依
法开出拟罚款4万元的罚单。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长徐少
华说：“处罚目的是督促居民和单位遵
从文明生活规范，自觉养成分类投放
垃圾良好习惯，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作贡献。”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

儋州依法重罚垃圾混投单位、运输车滴漏垃圾污水的环卫企业

严格执行垃圾分类 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解决省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项目
建设难题

儋州构建“交通+旅游”
发展新格局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韦斌）近日，儋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先后深
入光村镇、木棠镇、峨蔓镇、排浦镇等地，现场解决
省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项目建设遇到的难题。
儋州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坚守生态红线和底
线原则，主动作为，通力合作，高标准、高质量推动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在光村镇屯积村、木棠镇新坊村、峨蔓镇鱼骨
港、排浦镇华头村等地，在详细了解省环岛旅游公
路（儋州段）项目建设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现场
办公解决问题后，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表示，
环岛旅游公路是建设海南自贸港和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重要基础设施，相关职能部门及镇党委、镇
政府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作为，
努力解决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
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密切配合，加强协同联
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快完成征地、拆迁、清表等任
务，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好省环岛旅游公路（儋州
段）提供保障服务。利用环岛旅游公路建设这一重
要契机，充分依托和发挥好儋州资源禀赋，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推进建设，把沿海景点和
驿站串珠成链，构建业态创新、配套完备、体验丰富
的“交通+旅游”发展新格局，擦亮儋州旅游名片，
推动儋州全域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儋州发布
价格提醒告诫书
哄抬价格等行为最高罚500万元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韦雪梅）近日，儋州市有关部门发布价格监督检
查提醒告诫书，提醒相关经营者明码标价，维护疫
情防控期间良好的价格秩序。这是8月22日从
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书提醒相关经营者，
不得捏造、散布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涨价信息，确
保与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的医用商品、防护消毒商
品，以及蔬菜、粮油米、肉禽蛋等生活必需品的价
格稳定。严禁价格欺诈行为，相关经营者不得利
用虚假或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以及价格手段欺
骗、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实施价格欺诈。相关经
营者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明
码标价。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相关经营者，责
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
款。对存在价格欺诈行为的相关经营者，责令其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
款；对没有违法所得的相关经营者，处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业整
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
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相关经营者，责
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
的罚款；对没有违法所得的相关经营者，处1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0
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儋州禁止
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王敏权）中秋节即将来临，近日，儋州市有关部
门下发紧急通知，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确保
节日安全稳定。这是8月22日从儋州市有关部
门获悉的。

儋州市要求各镇、各有关部门把孔明灯列为
易燃物品，杜绝因燃放孔明灯而引发各类火灾。
强化市场监管，对生产、销售孔明灯的单位或个体
工商户一经发现，坚决依法查处。加强巡查、夜
查，及时查处沿街销售孔明灯的摊点和行为，加强
对燃放孔明灯行为的管理，发现燃放的予以收缴，
对不听劝阻、恶意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
的，依法严肃处理，教育学生严禁购买和燃放孔明
灯，及时对在林区燃放孔明灯的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制止和查处。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安全应急处置
工作，严防因燃放孔明灯发生各类火灾和生产安
全事故，凡因责任不落实、防范措施不到位造成重
大火灾或安全生产事故的，从严从重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8月 16日 12时，南海伏季
休渔期结束，儋州渔船逐步恢复
生产作业，耕海牧渔。开渔一周
以来，一艘艘渔船满载归来。与
此同时，有关部门排查渔船安全
隐患和检查通讯设备，助力渔民
出海平安。

繁忙的渔港

执法人员检查渔船通讯设备。 黎有科 摄 清晨，渔船满载归来。 罗鑫 摄 白马井中心渔港摆满了鱼货。 羊文彪 摄

在儋州在儋州白马井中心渔港白马井中心渔港，，渔船正在出海渔船正在出海。。黎有科黎有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