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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干净整洁的城乡环境卫生离不开
环卫人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近年
来，我省加大环卫保洁资源投入，建立
健全环卫管理长效机制，大力推进城
乡环卫一体化建设，环卫基础设施水
平和垃圾处理能力不断提高，全省城
乡环境卫生明显改善。

城乡环卫
清扫保洁体系全覆盖

在文昌市东郊镇城内村，家家户户
都摆放着垃圾桶或垃圾袋，村民们把椰
子壳、塑料碗、纸屑等垃圾分类装袋，再
投放到村口的垃圾箱。每天清晨，都会
有垃圾转运车定时来运走垃圾。

近年来，我省加快提升城乡环境
卫生管理能力，推动城乡环卫服务体
系向农村延伸。按照“户清扫、村收
集、镇转运、市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
工作思路，面向全省逐步扩大日常清
扫保洁服务范围。不仅仅是文昌，全
省各个市县的行政村都配备垃圾箱、
垃圾屋等集中收运垃圾设施，村道、县
道有保洁员清扫管理，垃圾转运车辆
定时收运，确保城市至乡村地区，没有
一处会遗漏垃圾清扫。

如今，我省农村清扫保洁作业面积
已实现全覆盖，环卫工人数量从7400
名增加至6.1万名，环卫工人基本工资
由960元/月提高至2400元/月。城乡
生活垃圾转运站由66座增加到290
座。当前，全省已实现城乡环卫清扫保
洁体系全覆盖，基本实现了城乡环境卫
生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从机械化向“环卫+”迈进

10月 25日清晨，一辆洒水车驶
过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洒水车如

“孔雀开屏”般喷出扇面水雾，对路面
进行冲刷。环卫工人手持绿篱机扫过
道路两侧的绿化带，枝叶繁茂的灌木
变得平整美观。

“金江镇的城区面积大，居住人口
也多，环卫保洁工作比较繁重。公司
配备了包括洒水车、扫路车、垃圾压缩
车等在内的13辆大型环卫车辆，让金
江镇托管地区主次干道的机械化作业
水平提升到85%。”澄迈玉禾田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叶纯彬介
绍，环卫机械化作业水平提高，意味着
环卫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劳动强度
下降。

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发展区域扩大，纳入环卫保洁清

扫范围的乡村地区也越来越广，尤其
是随着各市县逐步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以及全省海上环卫工作的展开，环
卫管理部门对环卫保洁工作的管理要
求、验收标准也在逐步提高。为此，环
卫行业企业也在不断地创新改进作业
模式、引进先进设施设备，以科技引领
环卫作业工作。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积极提升环卫工作质量，作业硬
件更新换代，以人为本改善作业环
境。10年间，全省环卫车辆由2140
辆扩充到 12515 辆，环卫管理部门
要求大力推广购买新能源汽车，减
少尾气排放。同时，全省规划建设
环卫作业基地21个，基地都具备车
辆充电、乘凉休息、更换衣物、业余
活动等综合功能。

当前，我省还有4个市县搭建了
环卫管理信息系统平台，通过智能化、
信息化手段对辖区内垃圾分类收集点
位、转运处理设施、公共厕所等场所的
信息实行动态更新，方便环卫工人随
时查看、实现精细化管理。

从“减量化”
向“资源化”升级

在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垃圾经过发酵、干燥预处理、锅
炉焚烧发电等多个环节，热能转化
为电能输送至千家万户；在海口市
美兰区东风桥厨余垃圾处理站，回
收的厨余垃圾被投入厨余垃圾处理
设备，分解排出可做有机肥料的土
渣、油脂。

近年来，为缓解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承载压力，
促进全社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
立，我省要求各市县逐步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加大建设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关停
所有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的
主要处理模式从无害化填埋转为焚
烧发电为主。

过去，我省生活垃圾主要采取
“卫生填埋+焚烧处理”的模式，其中
以填埋处理为主、焚烧为辅。截至
2019年底，全省正常运营的垃圾焚
烧项目仅 4个，总设计处理能力为
4375吨/日，而同期全省生活垃圾产
生量每天超过1万吨，全省16座生
活垃圾填埋场大部分已经超负荷或
超库容运作。

垃圾填埋场饱和，焚烧发电能力
跟不上。“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等现
象频出，提升全省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的需求迫在眉睫。2018年初，我省统

筹布局新建5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同时推进既有垃圾焚烧发电厂的
提标改造和淘汰升级，彻底转变生活
垃圾处理主要模式。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并运营8
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达到11575吨/日，有效满
足了全省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处理需
求，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愿景目标。

与此同时，省住建厅对全省120
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开展调研，指导
市县按照“一处一策”规范完善非正
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各市县通
过筛分减量、异地处理、增加环保措
施等多种形式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
点，让垃圾堆放点“变身”生态绿地、
生态公园。

除了生活垃圾以外，近年来，我
省还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
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建筑垃圾污
染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
清理整治建筑垃圾非法倾倒点1307
处、总量约19万吨。昌江黎族自治
县、澄迈县各建成 1座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厂，当前全省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理能力已提升至 275 万吨/
年。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

我省大力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人居环境水平明显提升

旧貌换新颜 家园似花园

创造洁净美丽家园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10月26日晚，海南
省第二十届环卫工人节专题晚会暨颁
奖典礼在省歌舞剧院举行。晚会以

“致敬城市美容师 共创美丽自贸港”
为主题，向全省环卫工人致以节日祝
福，并表彰我省环卫行业先进单位和

优秀个人。
晚会以微电影《妈妈的草帽》开

篇，表演节目以舞蹈、合唱、采访、小
品、快板、诗朗诵等形式向观众展现
了环卫工人不辞辛劳、无私奉献的精
神。

表演结束后，环卫行业先进单

位和优秀个人颁奖仪式举行。今
年，省住建厅牵头组织评选30家市
容环境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和120位
城市美容师，深入挖掘全省环卫行
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优秀
个人，总结推广环卫行业优秀典型
工作经验，促进全省城乡环卫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为庆祝海南省第二十届环卫工

人节，省住建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省
妇联等多家单位用“八个一”（一场
表彰颁奖典礼、一场新闻发布会、一
本《奋斗者历程》图册、一首《奋进新
时代海南环卫之歌》、一部微电影

《妈妈的草帽》、一部我省环卫工人
节由来的短视频、一个手机小程序、
一台精美晚会）成果，展示环卫工作
者无私奋斗的工作状态，增强环卫
工作者自豪感和荣誉感，号召全社
会共同关注环卫工人，共建干净整
洁美好家园。

海南省第二十届环卫工人节专题晚会暨颁奖典礼举行

致敬城市美容师 共创美丽自贸港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10月24日早上8时，昌江黎族自
治县海威环保有限公司维修部班长邓
永珍提前半小时来到维修车间上班，
这是他工作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在这
半小时里，他需要整理思绪，让大脑保
持清醒，以饱满的状态开始一天的工
作。

8时30分，邓永珍带着3个技术
工人开始对环卫车进行维修，他率先
钻进地沟，检查故障车辆。“起离器坏
了，需要修理，你们配合我一下。”邓永
珍在地沟里用力喊着。

环卫车辆作为城市保洁的重要工
具，安全问题不容小觑。修理车间内，
修理器材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此起彼
伏，工人们有的半蹲在车身旁、有的卧
倒在地……两个多小时过去，车辆才
修理完成。

维修部由1名管理员与5名技术

工人组成，人数少，却肩负着全公司
180辆不同类型环卫车的维修与保
养。特别是昌江在“创文”“创卫”或节
日期间，由于车辆作业量过大，作业时
间长，每逢车辆出现故障时都会第一
时间冲到现场，为环卫车的安全保驾
护航。

去年“三月三”期间，一辆载重3
吨的垃圾清运车在石碌镇铁城路出现
故障，管理员周启民与邓永珍带着维
修工具和配件立刻赶到现场。“离合器
挂不进档位，没办法行驶。”周启民说，

当时现场维修条件有限，加上已经天
黑，最终用拖车将故障车辆拖回维修
车间修理。

“我们每辆车都是定路线、定岗
位、定人，‘三月三’期间任务重，没有
其他备用车辆，早上五点半左右车辆
就得出门清运，所以必须连夜抢修
好。”周启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故障
就是命令，隐患就是险情。虽然早已
过了下班时间，但大家没有任何怨言，
立即分工合作，最终连夜将故障车辆
抢修好。

“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后勤服务，
努力做到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现差错，
保障每一辆车行车作业的安全保障，
让县城更加文明洁净。”邓永珍说，近
年来，昌江的城市环境相比以前更加
整洁了。

“我们将始终恪守‘宁愿一人脏
洁净千万家’的信念，用一丝不苟的敬
业精神，为昌江居民带来更加美好的
生活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昌江海威环保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说。 （本报石碌10月26日电）

昌江海威环保有限公司维修部：

为环卫车安全“保驾护航”

图为晚会现场。 晚会演员合影留念。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三亚依托社会救助品牌
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筹集善款

“吉时救”送来“心希望”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近日，三亚市吉阳区海

罗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小森收到了来自吉
阳区社会救助项目筹集的4万余元爱心款，缓解
了该家庭“急愁难”问题。

今年，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打造“吉时救”社会
救助品牌，积极探索“1750”工作法开展救助工作，
即发挥“1”个救助服务平台的力量，开展“7”项救助
服务，联动“5”位一体社会力量，打通与救助服务对
象“0”距离，进一步推动社会救助与社工、社会组织
等深度融合，对服务对象进行“一对一”建档走访，将
社会救助由“物质”向“物质+服务”救助模式转变。

2岁10个月大的小森是吉阳区社会救助项目
服务对象之一。小森来自吉阳区低保家庭，患有重
度先天性心脏病，参与了海南省“新生儿先天性心脏
病筛查与诊治”项目，从2020年1月到2021年3
月，小森在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先后接受改良BT
分流、双向Glenn、外管道Fontan等3次心脏手术。

据了解，今年8月，小森出现严重腹胀和全身
浮肿，在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就诊发现，之前植入
的心脏导管被血栓堵住，需要观察凝血功能恢复情
况，再进行手术置换之前植入的导管。目前，小森
仍在治疗凝血功能问题。

10月12日，三亚市吉阳区社会救助项目社
工入户探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并反馈给三亚市社
会工作协会。随后，在三亚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李春玲的组织下，三亚市应急管理协会、三亚惠民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亚爱心公益服务社等社会
组织积极响应，自发组织捐款，仅16个小时累计
捐助善款4.79万元。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吉阳区将持续推进“吉时救”品牌建设，打造本土
化社会救助力量，通过多方力量立体式救助服务，
提高社会救助响应速度，制订个性化救助服务解决
方案，提升社会救助精细化水平。

世界沙滩排球挑战赛迪拜站落幕

海南姑娘林美媚
携手队友获亚军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获悉，10月26
日凌晨，2022年世界沙滩排球挑战赛迪拜站结
束。代表国家队参赛的海南沙排队选手林美媚和
新疆姑娘夏欣怡配对，在决赛1：2惜败捷克组合
赫曼诺娃/斯托楚洛娃，屈居亚军。这是中国队第
一次在世界沙滩排球挑战赛上获得亚军。

林美媚来自排球之乡文昌，从小学六年级就
进入文昌市业余体校训练，随后入选海南省沙排
队和国家队。从今年初开始，林美媚一直在国家
队封闭集训，备战今年的世界沙滩排球未来赛、挑
战赛和明年的亚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

据了解，林美媚/夏欣怡最近半年成绩提升很
快，从参加第三级的2022年世界沙滩排球未来
赛，到“升级”角逐第二级的世界沙滩排球挑战
赛。在上一站2022年世界沙滩排球挑战赛马尔
代夫站比赛中，林美媚/夏欣怡获得第9名。

电影《椰林深处的女人》
文昌开机

本报文城10月26日电（记者刘梦晓）10月
26日，电影《椰林深处的女人》在文昌市会文镇凤
会村举行开机仪式，该片将在全国院线上映。届
时文昌充满南洋风情的城市景观和椰风海韵的热
带风光将展现在大银幕上，为文昌的影视文化旅
游资源画上精彩一笔。

据了解，电影《椰林深处的女人》由国家一级
导演江平担任导演，国家一级编剧、海南省柔性引
进高层次人才沈经伟担任编剧，逯华斌担任制片
人，演员于慧、祝希娟、姜瑞佳、张一山、巩汉林等
艺术家共同出演，主要讲述以椰妹、牛叔、小凤为
代表的一群朴实勤劳的文昌好人勤劳致富、幸福
生活的故事，并反映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政策为
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旨在展现文昌人民自
信、自立、自强的品格。

《椰林深处的女人》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拍摄，
文昌市委宣传部、海南金艺国粹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联合制作。该片计划在文昌市宋氏祖居、会文
镇凤会村、文城镇文南老街等13个取景地拍摄，
用镜头讲述文昌市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底
蕴，以及风光旖旎的南洋景观和独具特色的城市
景观。

近年来，文昌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力
发展与文旅相关的产业，《宋耀如·父亲》《解放海
南岛》《南海潮》《五十公里桃花坞》《追星星的人》
等数部影片、电视剧、综艺节目在文昌取景拍摄，
通过影视制作进一步宣传文昌、推介文昌，不断提
升文昌的知名度，助力文昌打造旅游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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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时刻做到警钟长鸣、头脑常
清，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自觉
接受最严格的监督和制约，勤掸‘思想
尘’，多思‘贪欲害’，做忠诚干净担当
的纪检监察干部。”10月20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纪检监察干部陈飞在参
加完琼中县纪检监察系统2022年干部
警示教育会后表示。

当天上午，琼中县纪委监委通过组
织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干部集中观看警示
教育专题片《利剑不容蒙尘》，并签订了
《琼中县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廉洁自律承
诺书》，教育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特别
是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明底线，强化纪
律和规矩意识。

据了解，近年来，琼中县纪委监委严

格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以强
化管理、严格监督为主线，坚持建制度、
立规矩、划红线，强化制度约束，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推进自身建设，
严防“灯下黑”。

琼中县纪委监委加大谈心谈话力
度，注重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八小时
内”监督，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

时提醒纠正。加大家访力度，琼中县
纪委监委组织对全县100余名纪检监
察干部开展全员家访，加强干部“八小
时外”监督，督促干部净化“社交圈”

“朋友圈”。通过邀请6名来自各个机
关单位的特约监察员参与专项监督、
业务培训、重要会议和广泛征求意见
等方式，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坚持办

好廉政课堂，通过组织全县纪检监察
干部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和拍摄5部
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此外，还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制定出台
《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规范（试行）》等内
部管理制度，确保长效监督。

“下一步，琼中县纪委监委将严格
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要求，以

更高标准、更严纪律加强对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的教育管理，不断锤炼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政治觉悟、政治能力，着力提
高执行政策能力、执纪执法能力、思想
政治工作能力，切实提升干部监督工作
整体质效。”琼中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撰文/甘姑 符芳婷）

琼中：净化纪检监察干部“社交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