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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召开消防安全管理
宣贯会暨消防技术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张小瑜）为确保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有效实施、各
项制度落实落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要求，全力破解既有建筑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难题，日前，文昌召开全市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暨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问题培训会。

会上，文昌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要求各
单位要认真领会此次会议精神，高度重视相关规
定的贯彻落实，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尤其高层公共
建筑，要参考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管理“七个一”
工作要求，即开展一次消防安全自查、组织一次消
防安全培训、对消防设施进行一次维护保养、要对
电气线路进行一次安全检查、组织一次初起火灾
和应急疏散演练、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一次
清理、做出一次消防安全承诺。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结合全市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现状，就做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以及
推动解决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难题进行了部署。

文昌市会文镇凤会村入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水美乡村”景美人更美

“要说凤会村好在哪，我可以给你讲两个小时，绝不带重样
的！”文昌市会文镇党委委员闫喜安逢人说起凤会村时，话语间
总是透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这份自信，源自他对村子的熟悉，更源于这个村庄蓬勃发展
的生机。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名单中，文昌市会文镇凤会村被认定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凤会村到底好在哪？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生态优
农村水系得到综合整治

椰影婆娑，绿水环绕，这是踏进村
子的第一印象。再定睛细看，慢道、栈
桥、湖心亭，嬉戏的孩童背后，一大片
飘着稻香的田园，好一幅世外桃源般
的美丽乡村图景。

良好的生态，得益于文昌市水系
连通及农村水系统综合整治项目的
实施。

凤会地处会文镇西南部，村庄所
属石壁河下游地段，水系发达，资源丰
富。然而，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地
河道改造，避弯取直，造成凤会、新开、
边溪、宝峙等老河道未连通而积淤，加
上两岸污水直排，破坏了原本良好的
生态环境。

更让人头疼的是，由于给排水功
能的弱化，洪涝灾害时有发生。当地
曾流传有“雨下蓬莱墟，水淹家屯洋”
的说法。

2020年，在水利部及海南省水务
厅的支持下，文昌市开始动工实施水
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统综合整治工程。
项目涉及会文镇凤会村、十八行村、白
延村等23个村庄，综合整治河段总长
度约21.65千米。其中，凤会河段治
理长约1.2千米。

“建设‘水美乡村’，我们整治的不
仅是河道，还有沿河两岸的生态景观
及污水处理设施，力争做到‘河清、水
畅、岸绿、景美’。”凤会村驻村第一书
记及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郑庆煌说。

通过疏浚河道、清除河内有害植
被，凤会河段防洪、排涝、灌溉等功能
逐渐恢复。配套岸坡整治，凤会村新
增了3处污水处理莲花池，此时正值
莲花盛开的季节，一池一池绽放的紫
色睡莲，为整个村庄增添了几许雅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产业兴
农旅结合鼓起群众腰包

沿河分布的良田种满作物，几乎
没有撂荒的土地。

“看到那一片已经抽穗的薏糯
没？那里不仅是画者写生的地方，更
是凤会村民价值数百万元的支柱产
业！”闫喜安告诉记者，凤会拥有得天
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自古种植口感
香甜的薏糯米，是制作糖贡、信封饼、
粽子的重要原料。

在文昌，素有“无鸡不成宴，无糖
贡不像过年”的俗语，其中，凤会糖贡
鼎鼎有名。每年春节前，村民家家户
户制作糖贡，大户人家还会通过物
流、快递等渠道，将凤会糖贡销往全
国各地。

“少则两三万元，多则近十万元。”
今年43岁的村民苏文壮是制作糖贡的
好手，每年春节前两个月，都是他和妻
子最为忙碌的时候，割稻、晒谷、炒米、
制糖……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

不仅如此，凤会村民还积极引种外
来水果品种，例如黑金刚莲雾、芭乐番
石榴。同时，种植胡椒、槟榔、椰子等。

“肥沃的土地滋养着凤会人，凤会
的村民也格外珍惜每一寸土地。”凤会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健乐告诉
记者，仅有358户1400余人的凤会村，
拥有基本农田2200亩，坡地5000亩，
传统农业带来人均年收入2万元左右。

如今，借助水系连通工程建设美
丽乡村之际，很多人慕名前来凤会参
观，使之成为文昌地区热门的乡村旅
游打卡点。林健乐说，接下来，凤会村
计划利用村内闲置的校舍改造成民
宿，并配套建设餐厅、咖啡厅、休闲广
场、游泳池等旅游服务设施，发展乡村
的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

人文美
勤劳团结展现文明乡风

凤会村委会门前的小广场，一块雕
刻着凤凰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刻
着一行红字：海南传统年糕第一村。

为推广“凤会”品牌产品，例如糖
贡、信封饼、粽子、年饺等，文昌市委组
织支持凤会村以“党建+”模式，修建
了“凤会年糕文化馆”，深入挖掘凤会
糖贡文化、信封饼背后的侨乡文化等，
让小小村庄洋溢着文化气息。

林健乐发挥自己特长，以村庄景
物为背景，将镜头对准村民生活，拍摄
制作了多条视频短片，推介会文年糕，
讲述当地村民习俗，在网上招揽了一
众粉丝。

“阿乐（指林健乐），是我们村里的
大学生，之前做电商和外贸生意，今年
他回村担任村支书，就想带动村民把
凤会的产业继续做大做强。”郑庆煌
说，凤会村民勤劳、团结，并且乐于奉
献，这种浓厚的文化积淀和氛围，蕴藏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村民眼中，郑庆煌其实也是一
个乐于奉献的人。村民潘玉明说，驻
村两年多来，郑庆煌一心扑在村里，推
进凤会村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村民发
展壮大产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
题。不久前，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到
期，村民向组织部门申请，请求郑庆煌
留下来，带领村民进一步将“水美凤
会”建设得更加美丽。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林健
乐说，对凤会村而言，获评“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只是一个开始，他们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凤会会有更大的变
化，实现乡村振兴，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农村亦大有可为”。

（本报文城9月12日电）

文昌公办养老机构进行社会化改革

专业贴心服务托起幸福“夕阳红”

文昌紧盯堵点难点
推进作风整顿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黄云平）海南日
报记者日前从文昌市纪委监委获悉，自开展作风
整顿建设以来，文昌扎实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责，紧
盯堵点难点，查准查全问题，推进全市作风整顿建
设取得较好效果。

开展问卷调查，倾听干群心声。在全市范围
开展作风整顿建设“查堵点”问卷调查活动，发放
问卷5307份，梳理汇总了13类问题、12种具体表
现形式。其中，干部群众认为前三位突出问题是

“责任心不强、工作不严不实”“不担当不作为，庸
政懒政怠政”“执行力、落实力不强”。尤其是教育
医疗、养老社保、执法司法、生态环境领域的作风
问题不容忽视。

督促开展“五查”，深入自我查摆。即通过“自
己查、组织查、上级查、下级查、群众查”等“五查”
形式，累计查摆问题 11629 条，推动完成整改
8551条。其中，“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不强”
问题6202条，“纪律意识不强、好人主义盛行”问
题2111条，“吃拿卡要、贪污侵占”等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1408条，“文山会海”等加重基层负
担问题1310条。针对查摆问题，文昌逐一建立台
账，制定整改清单，及时公示公开，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

为统筹监督力量，主动服务群众，文昌市将每
周三定为领导接访日，安排1名市领导及相关职
能部门领导现场接访。同时，开展集中接访月活
动，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
访，让领导干部定期接访成为一种自觉，群众牢骚
有处发，意见尽管提。

同济文昌医院启动
“一站式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于丽）为有效改
善文昌市民群众就医就诊体验，避免群众“多跑
路、绕弯路”，打通群众“看病难”的“最后一公里”，
日前，同济文昌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启动
运行。

“一站式服务中心”位于同济文昌医院门诊一
楼咨询台和住院部。其中，门诊“一站式服务中
心”整合了工伤认定、残疾评定等审核盖章服务、
就诊服务、入院办理、预约服务、咨询服务以及便
民服务等功能。住院部医保科“一站式服务中心”
包括审核盖章服务、医保业务办理、参保人身份信
息确认及修改审核等12项内容。此外，住院部结
算处“一站式服务中心”则整合了出院财务结算、
住院疾病诊断书、出入院记录、道路资金垫付申请
表、住院病危通知书等医疗文书盖章服务以及打
印住院费用清单和出院费用电子发票。

“原来老百姓要办理相关证明或咨询，可能要
跑多个职能部门，一楼、二楼……五楼都有。现
在，我们把服务功能整合，明显缩短了老百姓在医
院就诊服务的时间，方便群众看病。”同济文昌医
院副院长陈望青表示。

下一步，同济文昌医院还将以“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为契机，以患者需求为导向，全面整合
医院资源，不断提升医院服务层次和管理水平。

文昌依法拆解
70艘“三无”船舶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何鸿汶）为实现
对“三无”船舶的有效管控，按照省委省政府“控增
量、消存量”的部署要求，日前，文昌市召开第三批

“三无”船舶集中拆解现场会，对违法违规的“三
无”船舶进行集中拆解。

在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两台机械正在对
文昌海域依法查扣的70艘“三无”船舶进行拆解。
同时，由文昌多个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组成的7个
工作组按照分工有序开展拆解和宣传工作。

文昌市委市政府要求，沿海各镇、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三无”船舶清理
整治工作的必要性，持续推进文昌“三无”船舶清
理整治各项工作。各相关单位要继续组织人员深
入港口、码头、渔村持续开展宣传活动，营造浓厚
的舆论氛围，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三无”船
舶清理整治工作的认识。

据了解，文昌市“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已
进入全面实施攻坚阶段。截至目前，文昌本地“三
无”船舶总数为2466艘，已完成清理整治655艘，
列管1811艘。

凤会村一景。

凤会村举行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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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何鸿汶

“服务暖心，关怀入微。”——这是
一面挂在文昌市养老服务中心大厅里
的锦旗，来自入住老人欧光德的家
人。9月9日，恰逢老人的女儿欧丽云
前来探望，得知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
连忙和记者分享她和家人的经历，对
该养老服务中心大加赞赏。

欧丽云的父亲今年80多岁了，由
于患病，老人脾气暴躁，生活不能自
理，此前曾托管海口多家养老机构，但
因极难照管被拒绝收管，这让忙于工
作的儿女们一筹莫展。

2020年11月，家住文昌市文城镇
的欧丽云听说文昌首个公建民营的养
老服务中心开业，就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将老父亲接回文昌，托管在文昌市
养老服务中心。“一方面我们考察后觉
得这家养老机构比较专业，另一方面
就在文城，探望非常方便。”欧丽云说。

老人入住文昌市养老服务中心
后，护士杨欢、吴清风主要负责照料。

两人每天为老人擦洗，一日三餐喂食，
闲暇时，就拉着老人的手聊天，有时还
拿手机让老人与家人视频，逗老人开
心。有时碰上老人情绪不好，她们就
默默地陪伴，耐心地安抚。

果然，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老
人的生活悄然发生了转变。“很少再无
缘无故发脾气，见到陌生人也会笑，偶
尔还会主动地打招呼。”杨欢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照顾失能失智的老人虽然
辛苦，但是看到他们幸福地生活，安享
晚年，就像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让她
们感到欣慰。

今年8月，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
欧光德老人的儿女们制作了一面锦旗
送到文昌市养老服务中心。“谢谢你
们，谢谢！”欧丽云紧紧地握住医护人
员的手，表达衷心的感谢。

文昌市养老服务中心是文昌地区
首个公建民营的专业养老机构，是文
昌市探索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改革的
一个缩影。该中心将原文昌养老院、
文城社区服务中心、文城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3个项目功能进行整合，新
建了一栋11层高的楼房，设有老人居
室、活动室、医务室、健身房、餐厅等多
个功能室。

“政府采取公建民营的模式，通过
招投标，将养老服务中心委托给社会
养老机构管理，以提高养老服务的专
业性。”文昌市民政局副局长郑为群表
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文昌市政
府逐年加大养老服务的投入，今年初，
该市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的标准，拨
付各镇敬老院管理经费198万元。随
后，市政府又印发《文昌市养老服务工
作实施方案》，将敬老院管理经费提高
到每人每年5000元。目前，该市有生
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217人，其中入
住敬老院集中供养130人，集中供养
率达60%。

文昌市养老服务中心自2020年
投入运营以来，目前已收管失能失智
老人20余名。为给老人提供专业医
护和照看服务，托管方——爱至家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从海口选拔出

15名医护人员入驻，并与海南省健康
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设
立了“海南省健康管理学院产教融合
实习基地”。

9月11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文昌市养老服务中心时，医护人员
正在给早餐后的老人们进行身体综
合评估，并建立健康档案。一整套智
慧评估系统和可针对性开展康复训
练的仪器、设备，让养老服务更加

“智慧”。
医疗方面，该养老服

务中心还与海南省肿瘤
医院建立了肿瘤专科
医联体，为入住失能
失智老人进行定期
的免费体检、慢病
管理、肿瘤筛查等
一系列专业服务，
并制定了双向转
诊管理制度，开通
了双向转诊绿色
通道，让失能失智

老人得到及时贴心的服务。
“借助医院和学校的专业力量，我

们也强化了对招收的本地护理服务人
员的培训，从而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
技能和水平，打造文昌养老服务品
牌。用专业贴心服务，让更多老人乐
享晚年，托起幸福‘夕阳红’。”文昌市
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许磊表示。

（本报文城9月12日电）

经过水系综合整治，凤会村绿水环绕，景色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