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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厕所革命”提升人居环境

黑

榜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在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采访
时，海南日报记者发现，开展“厕所
革命”以来，政府帮助村民修建的厕
所，大部分村民都非常珍惜使用维
护。但也有少数村民“等靠要”思想
作怪，致使政府帮建的厕所成为摆
设。

在南田居中央队，一位阿婆向记
者说：政府帮建的厕所，没有水，没有

电，没办法用，只好一直用自家的老
厕所。

记者来到她家时，看到路边有一
个黄墙、平顶的小厕所，走进厕所，有
水箱、水池、电灯等设施，但落有灰
尘，拧水龙头不见出水，按开关不见
灯亮。

紧挨着阿婆家的房子，有一间看
起来有些年头的厕所，但顶板下面有
一个明显的裂缝。阿婆说，老厕所是
过去家里建房时配套建的，顶部是用

水泥板拼凑起来的，没多久就裂了，
前两年政府帮助大家建厕所，她家也
申报了，但新厕所建好后，没水没电，
所以一直没用。

然而，南田居中央队的队长文开
哲告诉记者，全村共有33户，前两年
政府帮助符合条件的19户按照厕所

“五有”（有门、有窗、有便器、有内外
批荡、有地面硬化加玻璃钢化粪池）
标准设计修建了新厕所，18户村民
都主动拉电接水把厕所用起来，只有

这一户一直等政府拉电接水，“这不
是钱的问题，阿婆家里经济条件并不
差，她的儿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南田居负责改厕工作的干部麦
贤墩说，近年来，政府改厕工作力度
很大，绝大部分人观念转变，但也有
少数人“等靠要”思想严重，导致少
数厕所建而不用。“中央队这户居
民，拉电接水也就几百元，但就是不
愿自己掏这点钱；在其他队，有居民
家里厕所化粪池溢了自己不清理，

一定要等着政府来清理；更有甚者，
厕所里电灯坏了，也等着政府来维
修。”麦贤墩说。

三亚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说，在
农村改厕过程中，部分村民“等靠要”
思想还是存在，下一步，要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进一步宣传“厕所革命”的
重要意义，进一步调动村（居）民积极
性与主动性，全面消除厕所建而不用
的现象。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

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中央队个别村民“等靠要”，导致厕所建而不用：

新建厕所沦为摆设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10月7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龙楼小组田
湾队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立在村里
主干道边的椰树下，多个黄墙、平顶
的小型厕所，它们对应着一户户农
家。

随机走进两个厕所，记者发现，
地面均铺设瓷砖，墙面很干净，厕所
不仅有洗手池，还有热水器，陈设与
城市居民的卫生间差不多。厕所背
后，均有两个方形格板的化粪池，挨
着墙立着一根长长的细塑胶管。

厕所的门墙上，都挂着一个红色
铁牌，上面写着“三亚市海棠区农村
改厕项目”“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
等字样。

“以前全村没有一户有厕所，只
有一个上世纪80年代建的公厕，在

村后的一片树林里，不仅小，而且远，
非常不方便。”南田居龙楼小组组长
董芩明说。

在董芩明带领下，记者来到这间
老公厕。只见一排三间小矮屋已经
坍塌，四周长满野草，上面爬着长藤，
厕所早已废弃。

“这几年开展‘厕所革命’，政府
帮村里修建厕所，大伙积极性都很
高，都愿意在自家房子旁边建。”董
芩明说，全队41户有 18户参加了
政府修建厕所的行动，另外有些村
民建楼房时，选择在家配套建设了
卫生间。

董芩明说，田湾队自从开展“厕
所革命”以后，再也没有人露天大小
便了，村民环境卫生意识大幅提高。
村里环境明显改善了，以前村四周常
年飘散的异味没有了。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

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田湾队村厕换新貌：

异味没有了 环境改善了

■ 本报记者 刘操

建设海南自贸港为做好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提供了历史机遇，为广大退
役军人干事创业搭建了广阔舞台。近
年来，我省扎实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积极给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
供实惠的政策支持，为他们排忧解难，
帮助他们尽快融入新环境、掌握新技
能、在自贸港建设中再创佳绩。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作为“六稳”

“六保”工作的重要内容。我省先后
出台《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系列优惠政
策；印发《关于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创业就业予以定额依次扣减相关税
费的通知》《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实施方案（2019一 2021年）》等，
为就业创业工作注入新动能。

我省启动推动“万名老兵创业行
动”和“百站创百业”活动，按照“政府
促进、社会参与、市场引导、自主行
动”的基本原则，围绕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四大战略定位”和重点产业
领域，引导鼓励退役军人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和特长，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同时，我省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
开展创业扶持，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帮助退役军人成
为创业致富的“标兵”。

2019年，我省开展第一批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示范（孵化）基地创建工
作，为8家示范基地授牌。2020年，
依托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海南生态软件园等产业园区和优秀退
役军人企业授牌了5个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孵化基地和28个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示范基地，同时依托职业院校（含
技工院校）、社会优质培训机构、国有
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设立10家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培训基地。
到目前为止，我省已评选出三类

基地共80家。同时组建了50名以专
家学者、企业家为主要力量的海南省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团队，精准化、
精细化指导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近年来，我省强化教育培训，大
力宣传国家高职扩招政策，帮助退役
军人全面了解我省高职院校单招退
役军人政策，提供报名指导建议，引
导他们提升学历水平。目前已有1.3
万多名退役军人参加学习，超额完成
工作任务。

我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与14家

高职院校签订教育培训协议，指导各
市县做好做实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
工作。先后举办了9期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创业培训，共926名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参加。推荐4名优秀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创业典型参加清华大学创新
创业与战略领导力高级研修培训。

这几年来，我省借助广播、电视、
报纸、微信等宣传平台，在全省寻找自
强自立、奋发有为、成功创业的典型人
物和事迹，制作《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风采》宣传片，对全省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先进代表进行展播。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我省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创业扶持，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创业平台

培育就业创业热土 激励老兵建功自贸港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黄
文燕）“自从去年邮政把驿站设在博后
村以后，我们取包裹、寄包裹都非常方
便。”日前，谈起村里的邮快驿站，三亚
市博后村村民符永哨点赞说道。

博后村是黎族聚居村庄，也是三
亚革命老区。近年来，当地干部群众
因地制宜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特色民
宿等产业，走上了小康之路，博后村
华丽变身为吸引广大游客打卡的美
丽乡村。

为了落实中央加快完善县乡村三

级农村物流体系的部署，更好满足农
民生产生活需要，海南邮政全面推进
快递下乡工作，落实“一村一站”的村
级综合便民服务站建设。去年4月，
海南邮政在博后村开设了邮快驿站。

对于符永哨的开心，三亚邮政分
公司吉阳投递部投递员蔡李灿感同
身受。“博后村是‘网红’村，平时来住
民宿的游客特别多，人气很旺，投递
进村的包裹量不少。我们每天坚持
跑两趟，投递两个频次，上午和下午
各一趟，保证村民能尽快收到包裹。

包括民宿需要的床上用品、装饰品和
家具等，大件包裹较多，以前村民需
要到镇上去取件，我们把驿站开进村
后，村民就能实地取件。”

开心的还不止村民们，坐落在博
后村的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是集玫瑰
种植、玫瑰文化展示、产品销售、旅游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玫瑰谷。“玫瑰谷
主要分线上线下两个销售渠道，自
2019年11月玫瑰谷和邮政携手合作
以来，邮政在线下实体店驻点为我们
提供收寄服务，同时在线上商城的渠

道还为我们提供多频次的上门收寄
服务。”玫瑰谷商场经理谢海江介绍，
最近线上商城正在开展周年庆的促
销活动，一天下来包裹邮寄量约
1000件。

近年来，海南邮政积极通过进村
设立邮快驿站、推进村村通公交带运
进村邮件等形式打通农村物流“最后
一百米”。下一步，海南邮政还将着
力打造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在邮寄
服务的基础上，为农民提供政务便
民、普惠金融、农村电商等综合服务。

海南邮政推进快递下乡工作，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百米”——

为乡村振兴“跑好腿”

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田湾队一户居民建在户外的厕所。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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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的杨英春是澄迈县一名退役军
人，曾经在三亚服役6年。1981年退役后，
杨英春回到了桥头镇沙土村。

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沙土村以种植水
稻为主，土壤多为海边沙地，种植水稻效益
不高，加上大量劳动力进城打工，导致大片
土地闲置无人耕种，村民生活困苦。杨英春
和家人挤在一间低矮破旧的砖瓦房里。

从那时起，杨英春下决心通过双手改
变家乡落后面貌。他自费去广西学习了养
猪和鱼鸭混养技术后，将先进的养殖技术
带回村里，传授给村民。杨英春勤劳努力，
3年内赚取了10多万元。杨英春自身努力

致富的经历，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1995
年，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被推举为村委会
副主任。这一干就是25年。

杨英春说，当时，除了上班，他都和沙
土村干部和青年人一起，为村庄发展谋求
致富之道。后来，村里引进一家企业承包
100亩撂荒地种植地瓜。这一举措，不仅
为当地农户带来先进的地瓜种植技术，还
掀起了村民们发展地瓜产业的热潮。

2005年，杨英春自己掏钱，收购村民
的1万斤地瓜，并别出心裁地将品相好的
地瓜用纸箱打包，标注“沙土地瓜”品牌，带
去海口寻找市场。

2010年，桥头镇与省农科院合作，建立了
优质种苗培育基地，编制地瓜标准化生产技
术规程，统一规范地瓜种植管理技术；2011
年，桥头镇组织成立产销协会，积极推行地瓜
产业标准化管理体系；2012年，桥头镇投入
500万元建设集展示、培训、研究于一体的地
瓜文化馆，同期举办桥头地瓜品牌推介会。

杨英春一方面带着地瓜前往北京、上海
等省市参展，拉客户，推广桥头地瓜品牌，另
一方面，他谋划成立了自己的地瓜产销专业
合作社，吸纳200多户农户加入合作社。

“在品种、栽种规格、施肥等种植技术
上严格按标准来，要做就要做示范引领。”

杨英春说，他对农户统一提供种苗、技术，
并保价回收，保证农户收入。同时，他还率
先采用滴管、喷灌技术种植地瓜，并将技术
推广给农户。

经过澄迈县委县政府的扶持，以及杨
英春等人的努力，“桥头地瓜”打响了品牌，
卖到了全国各地。杨英春的合作社也越办
越大，越来越兴旺。

目前，该合作社的合作农户有580户，
158亩生产示范基地，180亩种苗扩繁基地，
并配备250平方米的田头冷库和780平方米
的地瓜分拣中心。年销售量1500吨，年产值
（营业额）1000万元。 （撰文/刘超）

澄迈县桥头镇沙新地瓜产销专业合作社法人杨英春：

脱下戎装绿 种出产业红从即日起，海南省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海南
日报继续推出“建功自贸
港 有我有担当——退役
军人创业先锋”系列专题，
挖掘退役军人创业事迹，
展示退役军人创业风采，
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情，
引导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色、建功新时代，积极投身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努
力营造支持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杨英春在田头检查地瓜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男子动车上吸烟、
拒戴口罩还袭警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海口铁
路公安处文昌站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一男子在动车上吸烟、醉酒滋事、拒绝
佩戴口罩。接报后，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处置，依法将该男子传唤至派出所
接受调查。

传唤过程中，该男子情绪激动，将
身上衣服脱下并推搡民警，阻碍执行
职务。民警将其强制带离并约束至酒
醒再进行下一步处理。胡某醒酒后承
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并写下悔过书。
海口铁路公安处文昌站派出所依据有
关法律规定对胡某行政拘留10日，罚
款500元。

◀上接A01版
面对考验，“停航不停服务不停保障”成为全

省上下的共识。
面对群众滞留，压力最大的是海口市。多年

来，在旅游旺季交通疏导中形成的迅速集结、有效管
理和精准指挥意识，使海口在解决问题时沉稳高效。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海口迅速启动《琼
州海峡车客滞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海
事、交通、气象、应急、交警和港口企业等部署应急
调度工作。

面对考验，及时、快速、通畅的信息发布尤为
重要：海口每隔3个小时发布预判信息、停航信
息、复航信息，广泛推送“网上预约出岛”流程，提
醒过海车辆暂不前往避免造成拥堵。

面对考验，精准指挥各部门通力配合尤为重
要：海口公安、城管、交警以及环卫等部门连日来彻
夜参与支援，毫不松懈；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迅速
成立了“三港”过海车（客）滞港应急处置指挥部，增
派警力在“三港”开展24小时的路面执勤；海口市水
务局出动290名排水人员开展排水设施巡检……

面对考验，全市各方力量众志成城尤为重要：
海口发动酒店、商场、景区有针对性地为旅客群众
提供个性化服务，组织志愿者到一线提供必要帮
助，展现出全国文明城市良好形象。

爱心传递温暖
长时间滞留，群众难免产生焦躁情绪。海口

全力以赴疏导、做好服务保障，用真心实意换来群
众的理解支持。

“您好，这是给您的早餐，感谢理解。”10月8
日一早，在海口新海港等候过海的货车司机赵琛
就听到了敲窗的声音。车窗外，港口工作人员正
在为滞留的货车司机发放早餐。

一罐八宝粥、一瓶矿泉水、一盒牛奶，虽然简
单，但也足以满足早餐需求。“太感谢了，解了燃眉
之急！”赵琛打开八宝粥，不忘对港口工作人员竖
起大拇指。“听工作人员说停航会持续到9日晚
上，好在港口准备很充分。”在车上对付了一夜的
赵琛虽有些疲惫，但并不焦躁。

除了免费派送早餐，海口新海港和秀英港还
开放了港口食堂，15元的套餐不仅荤素搭配而且
加量提供，等待过海的司机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实
惠的热乎饭。

一群群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者们，也在这场
等待中温暖着滞留的群众。

“师傅，进来喝杯热水吧！再耐心等待下，风小
了就能返程了。”10月8日下午，在海口新海港，志愿
者邓丽娜正站在流动志愿服务点内，提着保温壶为
滞留的货车司机们送上热茶。在粤海大道，年近六
旬的志愿者赵同伟、宋晓华冒着风雨，穿梭于一辆辆
货车间，为滞留的司机送上食物和矿泉水……

“这些志愿者每天早上8点到岗，晚上6点才
离开。除了发放物资，他们还为滞留群众提供暖
心咨询、情绪安抚等服务。”秀英区志愿服务联合
会工作人员韩放表示，在现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
者的通力配合下，滞留的货车司机基本情绪稳定，
并为海口提供的周到暖心服务点赞。

管理见证提升
这两天，有很多来海南自驾游的旅客在接到

停航通知后没有再前往港口，而是选择在港口周
边的宾馆住下。

“海口不仅停航消息发布得及时，还给我们推
送了港口附近的酒店房间剩余数量和价位，考虑得
非常周到。”来海南自驾游的广西游客胡先生说，他
们夫妻俩已和公司请假，待风停雨歇后再踏上归途。

为了让滞留游客和司机及时掌握港口通行状
况，海口每隔3小时更新一次停复航信息。依托港
口企业推出的以海南省为中心面向全国办理的轿
车多联式托运服务，急需出岛的群众还可选择人车
分行，人员乘飞机出行，车辆则采用托运服务。

对于在2018年春节大雾“封锁”琼州海峡期
间提供过志愿服务的赵同伟而言，他明显感受到
海口的城市管理水平在不断提升。“经过那场‘硬
仗’，海口积累了大量经验。推出了网上预约过海
等服务，出现停航也会提前通知司机，同时为滞留
人员提供各类保障服务。”赵同伟说。

22时50分，台风“狮子山”在琼海市潭门镇登
陆，而在海口新海港和秀英港，沿途道路通畅，部分
路段设置的引导牌有效分流了过海车辆与市内车
辆。多个路口均有交警现场执勤，对过往车辆进行
指挥疏导，并未出现因车辆积压造成的道路拥堵。

管理的精细化还不止于此。考虑到港口滞留
人员以大货车司机为主，且很多司机往往晚上也
要在车上“坚守”，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除
了提供实惠的热饭热菜和生活用品外，还在港区
内设置了热水室和淋浴间，让大家的日常生活需
求都能得到满足。

一次应急，一场“大考”，我省对琼州海峡应急
机制的积极谋划，期待书写优异答卷。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风雨大考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