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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将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

争取2023年底
有效处置率达80%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近日，三亚印发《建筑垃
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2021-2023年）》
（以下简称《方案》），将建立健全建筑垃圾全过程管
理制度，构建以政府推动、社会参与、行业主管、属地
管理的建筑垃圾管理体系，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和综
合执法，有效防治建筑垃圾围城和环境污染。

根据《方案》，三亚将严格落实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制，实施建筑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及处
置，建立《三亚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管理，建
立《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绿色建材目录》等积极推广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三亚还将从完善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落实建
筑垃圾处置核准制、加强建筑垃圾排放管理、加强
建筑垃圾运输管理、建立建筑施工执法监管体系
和加大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推广使用等六个方面做
好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

三亚将分阶段完成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
用工作目标。到2021年底，三亚市建筑垃圾管理和
资源化利用管理体系基本构成；到2022年底，建筑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
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45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
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
万平方米不高于350吨，全市建筑垃圾有效处置率
达80%，城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50%；
到2023年底，全市建筑垃圾有效处置率达80%以
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达80%以上。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贺立樊

“那样的选择，是新青年不凡的
选择；那样的精神，是新时代的价值
坐标；那样的青春，是一抹献给大山
的隽永之色。”

——这是写给“感动海南”2012
十大年度人物鹦哥岭自然保护区青
年团队的颁奖词，从那一年开始，“感
动海南”的烛光点亮琼岛，照耀一座
座道德丰碑。

“感动海南”十大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走到第十年，10年来一共涌现
出超过300位候选人，在他们的身
上，体现了时间的另一种力量——见
证永恒。

榜样总在身边闪耀
十年来，“感动海南”始终未变的

执着，是与所有人一起追寻那一座座
灯塔，以新闻媒体的价值担当，助灯
塔之光穿透迷茫，照亮你我的前路。

在 2013 年 1 月 10 日的夜晚，
“纯粹师者”陈起贤坐着轮椅登上“感
动海南”2012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晚
会的舞台。从2001年开始，陈起贤
倾其所有，捐资近40万元，全部用于
资助和激励海口市大坡镇的学生。

陈起贤的故事通过“感动海南”广
为传颂。“感动海南”从来不只是一台晚
会，它是一个栏目、一次评选，更是集采
编报道于一身的媒体融合传播形式。

2019年4月5日，数千万人次通
过南国都市报各新媒体平台点击浏
览四川凉山灭火英雄烈士唐博英回
家的报道。“一件事情如果有了一定
的意义，将会给你无限的动力。”这句
刻在吉他上的话语，是英雄热血谱成
的旋律。26岁的黎族青年唐博英，
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人民的安全。

“刀山火海凌云志，保家卫国赤
子心。”2020年1月10日，璀璨的“感
动海南”2019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晚
会，无数人为唐博英的故事落泪，也
在他的故事，找寻自己的初心，找寻
属于自己的意义和动力。

十年里，超过300位“感动海南”
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候选人，他们
是崇高的榜样，也是纯粹的人，就在
你我身边闪耀，哪怕时光飞逝，正气
依然涌动，聚成琼岛灯塔。穿云破
雾，照亮前路，带着世间温暖，指引奋
斗方向。

榜样引领前进方向
持续十年的“感动海南”十大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持续不断推出先进
典型人物，已经成为海南省内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

“当初为什么想要这么做？”
2018 年 1 月 16 日，在“感动海南”
2017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晚会的舞台
上，面对主持人的提问，72岁的郑文
泰停顿了片刻，似乎是在回顾25年
来的人生。

“我想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座花
园，留下一个热带植物基因库。”郑文
泰说。1992年，郑文泰放弃手上的
生意，变卖资产，出资1亿元在兴隆

“圈下”了一片荒地，邀请国内外专家
普查海南热带雨林植物资源，尝试生
态修复，为雨林物种提供一个活体保
护的空间。

“虽为女子亦志刚，甘为木麻战
飞沙。”1993年，从第一棵木麻黄树
开始，陶凤交带领村里的姐妹们，踩
着滚烫的沙滩，誓为失去绿色的海
湾，种下一片又一片葱郁的海防林。
历经28年青丝换白发，她们打破了
外国专家定下的“不可恢复”的论断。

当时过境迁，青春不再，这群
“造林娘子军”始终牢记着最初的愿
望——为曾经荒漠的棋子湾换上一
片绿意。

当陶凤交走下“感动海南”
2017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晚会的舞
台，一年之后，一群自发保护海龟
的三沙七连屿渔民登上舞台；在那
之后，改变和激励依然在发生，那
些引领时代进步的人，护着家国，
从来不曾缺席。

榜样力量传递琼岛
2014 年 7 月，超强台风“威马

逊”登陆海南，台风肆虐的昼夜，以李
德海、符传道、邓育军为代表的干部
群众冲在一线，救助受灾群众，不惜
献出自己的生命。

“风雨中穿梭的人影，从未放开
彼此的手；没入黑暗的身影，掌起了
点亮世间的暖灯；守望相助的目光，
点燃了前行的信心。”作为“感动海
南”2014十大年度人物特别致敬群
体，他们的故事，仍在家乡传颂。

6年之后，当新冠肺炎疫情袭
来，在这座美丽的岛屿，再一次有人
挺身而出。志愿者杜江与同仁穿梭
在街头巷尾，为居家群众搬运物资；
龚银洲组织海口爱心出租车队的司
机们展开义务接送，为困难群体提供
帮助。更多人牢牢坚守各自的岗位，
从外卖小哥到市场摊主，从供电人员

到交警巡警，每一个人都在付出全
力，共渡难关。

当远方传来呼唤，同济文昌医
院的 10位护士剪去长发，“00后”
护士陈玉婷瞒着家人写下申请书，
59岁的蔡毅率领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海南）基地成员开始远征，医
疗 车 司 机 王 元 春 成 了“ 运 输
兵”……来自海南的865名医疗工
作者，奔赴武汉。

当“感动海南”十大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走到第十年，当更多人循着榜
样的身影，踏上那条不负韶华、不负
家国的前行路，那些远去时的告别，
就成了对于明天的承诺——这就是

“感动海南”的意义。
（本报海口11月28日电）

“感动海南”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走过10年

十年成风化人 感动传递力量

本报海口11月28日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贺立樊）11月29
日，“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如约而至，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自2012年至今，“感动海
南”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经走到
第10个年头，成为我省挖掘身边好
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的
一项重要品牌活动。

“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由中共海南省委宣

传部、海南省文明办、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主
办，南国都市报承办，中国银行冠名
支持，碧桂园海南区域特别支持。

今年，有38名来自各行各业的
人物（群体）组成了“感动海南”
2020-2021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的候选人。他们中有白衣执甲、冲
锋在前医务工作者，有默默奉献的
志愿者，有捐出“南海天书”更路簿
老船长，有两次跳江救人的辅警

……请您投出手中宝贵的一票，投
给心中的那份感动。

投票时间：2021年11月29日—
2021年12月10日17点30分（报纸
投票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

网络投票规则：网友可通过新海
南客户端进行投票，每个用户每天能
投10票，每天可为同一候选人投1
票。投票路径：打开新海南客户端“要
闻”频道，在图示位置进入投票页面

本次活动还可通过报纸进行投

票，报纸投票规则：南国都市报将每
日刊登“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选票，读者剪
报填 写后邮寄或送至海口市金盘
路 30 号海南日报大厦 7 楼 702 室

“感动海南”评选投票处，邮编：
570216。信封上请标明“感动海南
十大人物投票”字样。报纸一票记
网络投票10票。

特别提醒：1.“感动海南”2020-
2021 十大年度人物评选分为公众

投票和专家评审两个阶段。其中，
公众投票占最终评选结果的30%，
专家评委评审占最终评选结果的
70%。2.本次评选活动严禁利用第
三方投票公司、各种恶意程序或人
工方式进行集中刷票，当发现候选
人网络投票数出现异常时，活动主
办方将在第一时间对其电话警告，
并对候选人网络票数作零票处
理。3.活动主办方对本次评选拥有
最终解释权。

“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启动

现在开始，一起选出榜样力量

昌江6所中小学
学生宿舍改造完成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
冯定坤）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昌
江黎族自治县今年对昌江思源实验学校、红田学校等
6所中小学的学生宿舍进行了改造，目前这6所中小
学学生宿舍维修工程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11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昌江思源实验
学校看到，宿舍墙壁已被重新粉刷，宿舍还增设了
独立的厕所及洗漱台等，住宿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过去用的是公共厕所，很不方便。现在宿舍
增加了独立的厕所，洗澡更方便了。而且墙壁装
修翻新了，宿舍变得更舒适、漂亮。”昌江思源实验
学校学生李健说。

据悉，此次学生宿舍维修改造资金来自省公办
普通中小学学生宿舍维修改造资金，共投入480万
元，主要对昌江思源实验学校、红田学校、十月田学
校、霸王岭学校、昌江中学及王下乡中心学校等6所
学校学生宿舍进行维修改造，旨在改善学校寄宿条
件，提高学生生活质量，营造舒适、温馨的住宿环境。

扫码感受十年榜样力量。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刘乐蒙 美编：杨千懿

碧桂园海南区域的诸多“善举”并非无源之
水，而是秉承自碧桂园集团“希望社会因我们的
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企业使命。从1997年
的第一笔大额捐款算起，碧桂园创始人及集团
累计参与社会慈善捐款已超90亿元。

秉持回馈社会的初心，碧桂园海南区域潜
心于公益，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爱心助学、抗
灾救灾、环境保护等领域。

去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南的农户遇到农
产品销售难题，碧桂园海南区域果断出手，拿出
141.5万余元善款，采购260余吨各类滞销农产
品，并将其送往湖北武汉、荆州等疫情严重地区
和省内抗疫一线，不仅解了800多户贫困农户
的燃眉之急，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
宝贵的物资支持。

在爱心助学方面，碧桂园海南区域捐款逾
1077万元，爱心助学的脚步遍布海口、琼海、陵
水、三亚、临高等多个市县，受益贫困学子超
6000名；在危房改造上，碧桂园海南区域在陵
水、东方、临高、五指山等多个市县捐资开展了
26个危旧房改造项目，累计捐赠1200余万元；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先后捐赠1393余万元用于
农村的污水处理、绿化提升、环境改造……

“从近三年通过省慈善总会捐赠的善款总
额、开展各类公益慈善项目综合来看，在跟我们
合作的所有社会企业中，碧桂园海南区域是排
在首位的。”陶善军说，碧桂园海南区域在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与担当上发挥了示范效应，蝉联

“全国慈善会爱心企业”称号实至名归。他认
为，碧桂园在海南的公益慈善项目，紧紧围绕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展开，聚焦乡村振兴和社会
治理，不仅项目数量多、可持续性强、覆盖面广
且效果显著，温度与深度兼具，“是政府开展社
会救助工作中的有益补充”。

“我们投入各类公益项目，是希望能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这也是企业
应有的社会担当，未来我们初心不变。”碧桂园
海南区域社会责任部总监邱金燕表示，在公益
慈善的道路上，碧桂园海南区域将继续以实干
笃定前行，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
面，积极探索更多更有效的模式，全力以赴助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碧桂园海南区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连续3年蝉联“全国慈善会爱心企业”

日前，碧桂园海南区域
收到一块沉甸甸的奖牌
——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
“2020年度全国慈善会爱
心企业”荣誉奖牌。这也是
该企业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回顾进驻海南以来的
公益之路，碧桂园始终紧跟
海南的发展节奏，在乡村振
兴、爱心助学、抗灾救灾、环
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精准发
力，进行“造血式”帮扶，在
琼州大地留下一个个公益
典范项目，不断书写公益新
篇章。

截至今年 10月，碧桂
园海南区域共开展公益项
目 118 项，捐赠金额累计
1.44 亿元，直接受益人口
14万，惠及人口约113万。

海南省慈善总会筹募
部部长陶善军表示，碧桂园
海南区域蝉联“全国慈善会
爱心企业”的称号实至名
归，“是政府开展社会救助
工作中的有益补充”。

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将传统
的“输血式”扶持转变为具有内生动力
的“造血式”帮扶，是近年来乡村振兴
的创新举措。

2017年，碧桂园海南区域、海南
宝莲城（博鳌）实业有限公司捐资近
800万元，为琼海市石壁镇水口仔村

“量身打造”了海南碧乡石壁食品厂，
帮助这个偏远苗村建起食品加工产
业，并在2019年由海南碧乡农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受托进行扶持运营，为
当地开辟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
业道路，把“造血式”帮扶贯彻到底。

食品厂成立4年多来，发展势头
良好，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增收，平均每年能为30余名赋闲村民
就近提供就业岗位。

村民王传玲是食品厂的“元老”，
几年前，因为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赋
闲在家，一家人仅靠丈夫一人维持生

计，日子拮据。坐落于村门口的食品
厂建成后，解决了她务工时无法兼顾
家庭的后顾之忧。据她介绍，自己在
食品厂负责包粽子，这两年食品厂不
断改良包扎工艺，不仅提升了效率，也
让工人的收入水涨船高。今年端午期
间，她当月挣到了3000多元，平均一
年能为家里增加收入一万多元，一家
人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接下来要寻找新的产品增长点、

产业发展的突破点，在转型升级上做
文章。”海南碧乡石壁食品厂厂长王轼
说，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稳步推进，食
品厂如何持续发挥产业带动力量，成
为厂子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议题。

琼海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李敏表
示，海南碧乡石壁食品厂潜能大，未来可
加大与政府联动的力度，通过直播带货
等新兴的宣传推广方式，拓宽产品销售
渠道，提升在乡村振兴中有为的空间。

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让世界瞩目海南。2019年开始，距离
论坛不足十分钟车程的琼海南强村，
因其独有的生态风光和浓厚的田园气
息，获得了众多与会嘉宾的盛赞，成为
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会客厅”。

这个别具盛名的美丽乡村项目，由
碧桂园海南区域、海南宝莲城（博鳌）实
业有限公司通过海南省慈善总会、广东
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资2500万元后，又
投资逾6000万元，用时4年打造而成。

在运营中，碧桂园海南区域盘活
南强村田园资源、侨乡文化，因地制宜
打造了交流会议中心、高端民宿、特色
餐饮、百亩花海和极具特色的业态及
景观小品，并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形成
的品牌效应，推动南强村成为博鳌一
张特色的靓丽名片。

“五椰级乡村旅游点”、2019年中
国乡创地图“产业扶贫最美乡村”、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如今，南强村
成为碧桂园海南区域打造的美丽乡村

重点项目。
基于南强村的成功经验，碧桂园

海南区域又将其复制到海口的革命老
村仲恺村和儋州的新风村。

在新风村的建设中，碧桂园海南
区域与村集体共同探索出“农户+村
企+社会企业”的产业发展模式，帮助
当地发展特色民宿产业。

在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党支部书
记陈乾丽看来，通过企业带动村容村
貌的改变和民宿产业的发展，进一步

激发了村民自我造血内生动力。“如今
村民尝到了乡村发展的甜头，也愿意
配合改变和发展。”陈乾丽说，特色民
宿产业让新风村声名远扬，也让文明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村民。

“新风村乡村振兴已平稳启航，底
气就来自于像碧桂园这样有担当的企
业，通过与我们共建美丽乡村，打下坚
实基础。”陈乾丽表示，“十四五”期
间，新风村将围绕民宿产业做大乡村
旅游文章，以产业深发展促乡村振兴。

笃定前行探索创新公益模式

产业扶持助力实现“可持续公益”

可复制模式让美丽乡村“多点开花”

碧桂园海南区域荣获中华
慈善总会颁发的“2020年度爱
心企业”称号。

⬅ 儋州美丽乡村新风村新貌。

⬆ 在海南碧乡石壁食品厂，琼海市石壁镇水口仔村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