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评标准

考评得分在90分及以上的，评为
先进卫生社区

在80分(含80分)至90分(不含
90 分)区间的，评为达标卫生社
区

在75分(含75分)至80分(不含
80分)区间的，为及格社区，不设
称号

在 75 分(不含 75 分)以下的，为
不达标社区

■红旗村委会
■那恁村委会
■王桐村委会
■军屯村委会
■美扶村委会
■蔬菜村委会
■清平村委会
■头谭村委会
■茶山村委会
■西联居
■前进农场
■牙拉农场

23个验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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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两建”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李秋欢）5月12日，记者从市
“一创两建”指挥部采访获悉，为深入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促进各创建单位市容环境卫生均衡
发展，确保2019年7月底，我市建成区21个社
区（居、村委会）和2个镇办农场(以下统称“社
区”)全部通过达标验收，结合工作实际，市“一
创两建”指挥部印发《儋州市建成区卫生达标社
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据介绍，考评验收分2019年5月和7月两
个批次。条件成熟的可以先创,条件较差的可
以后创,各社区开展自评达标后，提前一个月
向市“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提出验收申请。
市“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成立专项考评组，
依照社区卫生标准与检查评分标准，采取查阅
资料、现场检查、访问等方式，对提出申请的
社区进行考评。此外，对7月底前未能验收达
标的社区( 即不达标社区)，将依据《儋州市“一
创两建”工作考评与奖惩暂行办法》启动问责。

本报讯（记者韦斌）5月13日，
我市出现强阵雨，但城管系统各单
位无畏暴雨，依旧坚守一线岗位，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持续开展整治行
动，助力我市打赢打好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攻坚战，确保顺利通过“创
卫”暗访。

当天，市城市管理局召开“创卫”
整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细化整改措
施，压实整改责任，从“门前三包”、流
动摊贩、私宅建筑工地、夜市整治、渣
土整治、网格员责任工作落实方面，
强调具体工作要求，明确执法队员要
始终做到执法过程全记录，对违法违
章行为依法顶格处罚的要求。

截止13日下午5时，该系统开
展整治行动取得良好成效。

联合攻坚队共计整治占道经营、
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贩等“十乱”现
象67处，处罚商户（贩）19户，处罚金
额7300元。

四大战区共整治“十乱”现象74
处，处罚商户（贩）5户，处罚金额1100
元，责令自行拆除违规围栏2处，入户
宣传“门前三包”责任制190户。

环卫管理方面，市环卫局组织工
作人员230人，出动各类环卫车辆集
中力量整治治迎宾路、中兴大街、文

化中路等街道17条，清理卫生死角
18处，清理各类垃圾约4.5吨，督促
居民清理建筑垃圾6处约20立方米，
清运废弃家具300吨，入户宣传“门
前三包”责任制90户。

市政管理方面，市市政处组织干
部职工在美扶村委会持续开展环境卫
生大整治行动，并组织力量修复多处
损坏路面、排水沟，持续开展“三线”整

治。同时，针对暴雨天气，安排人员定
点值守易涝点，确保排水通畅。

园林管理方面，市园林局加强
对公园的管理，对公园内湖泊垃圾
进行全面清理，净化公园内部环境，
组织绿化养护管理人员68人、派出
车辆4辆，分别对那东公路等路段绿
化带进行修剪，面积约1.32万平方
米，修剪行道树、椰子树下垂枝292

棵，补苗2100平方米，清理绿化垃
圾24.3吨、杂草955平方米，对108
株棕榈科植物、5268平方米绿化植
物进行病虫防治。

据悉，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还
将针对“创卫”暗访及日常巡查发现的
问题开展强有力的整治行动，通过建
立问题整改清单台账和“一对一”抓整
改，全面推进我市“创卫”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韦斌)5月 13日，
市卫生计生监督大队召开卫生监督
协管员跟班学习暨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行业、学校
卫生和医疗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动员
会，要求全体人员明确职责，严格执
法，全力打好“创卫”攻坚战，营造
良好卫生环境。

会议指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是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全体工
作人员要时刻牢记自身的使命和
职责，努力为群众创造良好的卫
生环境，为我市卫生健康领域营
造稳定环境。要领会读透专项整
治方案，对照“一创两建”标准要
求，严格监督执法。

会议要求，一是要坚决克服麻
痹大意思想和侥幸松懈心理，全力
做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各项工作。
二是要在责任片区内开展地毯式
巡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决
不允许负责片区内存在“四小”行
业、二次供水经营单位无证经营和
非法行医行为，医疗机构要依法依

规执业，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
要进行调查取证，顶格处罚。三是
要针对存在问题列出问题清单，责
令立即或限期整改。四是要建立微
信工作群，将责任片区内的被监督
单位业主拉进微信群内，在微信群
里进行通报，形成学习先进、鞭策
后进的良好氛围。

卫生监督协管员跟班学习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要求

明确职责严执法 打好“创卫”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为规

范那恁路夜市环境卫生管理，
助力“一创两建”工作深入开
展，5月 14日，那恁村委会召
开夜市“一创两建”工作宣传
培训会，就摆设布局、制度制
定、餐饮店铺规范经营及商铺

“摊前三包”卫生责任落实、
“一创两建”等相关工作，向夜
市摊主做宣传讲解。

夜市卫生秩序关系市民生
活，关系城市市容，是“一创两
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培训会
要求，各夜市摊主要明确任务，
切实提高认识，克服松劲厌倦情
绪，推行“摊前三包”。督察卫
生监督部门要强化检查，督促食
品摊位完善“三防”设施，每天
固定专人负责日常管理，抓好对
夜市摊户的监管，区城管局要加
强监管，对有不良记录的摊主实
施严管重处等相关措施。

“‘夜市’是城市的重要
‘窗口’和特色名片，那恁路夜
市‘一创两建’工作更要加强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我们要携
起手来，共同营造良好的卫生
环境氛围，推动那恁村委会环
境的美化、亮化、净化和洁化
的有序发展，塑造新形象。”市

“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督察考
核组副组长林方亮说，那恁路夜
市项目旨在打造一条环境优
美、管理有序、卫生整洁的夜
市，我们有责任为广大游客及
市民提供便捷、卫生、舒适的
夜市休闲消费场所，让广大居
民积极参与环境卫生管理，督
促夜市摊主做好摊前环境卫
生，助力“一创两建”工作的
深入开展，提升儋州城市品质
和形象。

那恁村委会开展夜市宣传培训

规范经营管理
打造夜市名片

本报讯（记者盘宝盛）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
期间，5月13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旅文局、教
育局主办，儋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市第二中学
承办的段煦“北极，其实离你并不远”主题讲座在
市第二中学举行，共有200余名学生参加。

讲座现场，著名科普作家、极地博物学者段
煦通过讲述自己在北极7年间的考察和探险故
事，详细地跟学生介绍北极特有的动植物、冰川
地貌、历史人文景观等基本情况，带领学生感受
这片神奇岛屿的面纱，更好地帮助学生们了解北
极，科普大自然知识。

该校初一学生唐辉阳对记者说：“听完讲座，我
感觉北极其实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应该从现在的每
件小事做起，爱护环境，爱护大自然，保护动物。”

段煦说：“青少年时期正是科学意识和探索
精神形成的时候，为他们做知识普及教育，让他
们更好的热爱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用博物的视角、眼光以及胸怀去容纳大自然，以
更宽阔的眼界去学习知识，对他们今后的生活、
学习、工作很有大意义。”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 通讯员罗凤灵 潘心
情）近日，省二中院法官巧用亲情成功调解一起离
婚纠纷案，当事人深受感动，亲手将一面印有“为
民解忧，爱心永存”的锦旗赠予法官，表示感谢。

据了解，当事人阿强（化名）和阿燕（化名）
1991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对子女，生活幸福美
满。然而近年来，却常因琐事争吵。去年8月，阿
强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请法院判决离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两人感情基础依然存
在，尚有挽回余地，故阿强请求离婚的理由不充足，
遂驳回其诉讼请求。阿强不服，便上诉至二中院。

二中院二审时，阿燕表示愿意改正不足，儿
女也希望父亲能够回归家庭，然而阿强离婚意愿
坚决，让调解工作再度陷入僵局。

二审询问时，主审法官注意在夫妻关系紧张
期间，阿燕仍主动拿出2万元给阿强治病，由此判
断双方感情基础仍然坚实。于是趁一边动员代理
人做好阿强的思想工作，一边建议阿燕外甥女小
丽（化名）利用“五一”节组织亲属参加家庭聚会，巧
用亲情感化阿强，促使阿强和阿燕的感情回温。

两人最终摒弃前嫌，达成和解。看着二人破
镜重圆，主审法官和书记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 5月11日上午6时
许，排浦镇南新街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路长制”勤务模式，快速
出警，成功破案。

据介绍，当天，李某萍步行经该路段时，被一
辆重型货车撞倒并碾压，导致当场死亡。肇事司
机随即驾驶涉案货车逃离现场。

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立即指派排
浦边防派出所三级路管员快速到达现场，对现场
进行保护和开展调查工作，同时派交警支队事故
大队迅速出警赶往现场。同时，市公安局高度重
视，立即从交警、刑警、派出所抽出精干力量成立
事故调查组对案件开展全面调查取证。

经过4个小时的不懈努力，路管员通过大量
线索摸排，锁定重点嫌疑车辆桂N66xxx重型货
车和驾驶员彭某（男，54岁，儋州排浦镇人）。通
过办案人员对涉案嫌疑人进行询问，涉案驾驶员
如实供述了其肇事逃逸事实，并积极配合垫付死
者安葬费用，死者家属对公安机关快侦快破的办
案效率给予高度认可和肯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讯（记者何万常 通讯员肖崎 陈嘉灿）
近日，白马井站派出所收到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
赣州寄来的信件。民警在疑惑中打开信件后，才
知是旅客张女士寄来的感谢信。

4月29日18时许，海口铁路公安处白马井站
派出所接到张女士夫妇的求助，称其在前往白马井
高铁站的过程中遗失了一部手机，希望公安机关帮
忙寻回。因距发车时间仅有10余分钟，两人很是着
急，民警一边安抚两人情绪，一边了解具体情况。

经了解，张女士是江西省赣州市人，同丈夫
到白马井旅游，当晚乘坐三轮车赶往高铁站，到
达后发现遗失了手机，于是向车站民警求助。随
后他们一直拨打遗失的电话，接通后发现是一名
女子拾得，但张女士夫妇要赶动车前往美兰机场
乘坐隔日的飞机，便再次向民警求助，希望民警
能帮忙。经民警帮助，手机被送回高铁站，在第
一时间寄车到美兰机场站归还张女士。

《儋州市建成区卫生达标社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印发

验收未达标的社区将被问责

我市城管系统各单位集中力量持续开展创卫整治行动

压实责任促整改 迎接“创卫”再暗访

交警支队依托“路长制”

4小时侦破一起
交通肇事逃逸案

省二中院：

巧用亲情妙解纠纷
夫妻和好赠旗感恩

著名科普作家、极地博物学者
段煦在市二中举行主题讲座

讲述神秘北极
科普自然知识

白马井站派出所：

帮乘客寻回手机
收到千里感谢信

本报讯（记者何万常）首日人
流量5万次、商家一晚销售额3000
元、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记者5
月14日从那恁路夜市管理处了解
到，那恁路夜市在首日5万人“捧
场”的仿若“回归盛典”般的热闹
后，并没有些许缓口气，而是持续
狂欢，短短3天时间，共有13万人
次涌进夜市，赏夜景、品美食、尽情
享受夏夜的惬意时光。

摊位前，座无虚席，巷道里，人山
人海……这是那恁夜市开市至今每晚
的现场写照。“这三天每天卖出猪肠馍
约500条，白馍糖水40份 ，每天营业
额1200元左右。”海头猪肠馍摊主吉
丽君说，夜市环境好，人气旺，商品销
售快，对于今后的生意更有信心。

据介绍，夜市开市三天以来，
人流总量突破13万，首日销售额
30万元，次日约35万元，第三日约
37万元。

那恁路夜市开市三天人气持续火爆

人流量突破13万 销售额超百万元

▶热闹的那恁路夜市。
本报记者 黎有科 摄

■胜利社区
■群英社区
■西干社区
■东风社区
■先锋社区
■铺仔社区
■城北社区
■东干社区
■解放社区
■东兴社区
■大同社区

考评奖励

先进卫生社区奖励8万元，达标卫生社区
奖励5万元

奖励费用中，获评先进卫生社区的，社区主
要负责人奖励5000元，分管“一创两建”

工作负责人奖励4000元，其他“两委”干
部分奖励2000元

获评达标卫生社区的，社区主要负责人奖
励4000元，分管“一创两建”工作负责
人 奖 励 2500 元，其 他“两 委”干 部 奖 励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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