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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坎村村民钟业兴从开始不
支持到大力支持，后来还因为“巩
卫”受益，不仅当上了“包租公”，还
在家门口的停车场当上保安；

红郊社区居委会村民谢东娜不
再养猪，在家门口当上保洁员……

在“巩卫”期间，吉阳区将“巩
卫”作为培养干部成长的“练兵场”、
检验干部能力的“主考场”、发挥干
部作用的“大阵地”，全区上下发扬

“钉钉子”精神，让“巩卫”真正起于
民生，收获民心。

自 4 月份以来，结合开展第 33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累计开展“五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 195 次，清除病媒

孳生地3693处，清理卫生死角1559
次，出动垃圾车100车次，铲除垃圾
746 吨，消杀 21513 处，消杀面积
3681300 平 方 米 ，使 用 灭 蚊 药 物
954.32 公斤，完成 39个村（居）委会
环境卫生整治和病媒生物防制督导
检查工作。截至 5月 19 日，吉阳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共办理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410张，容缺受理186个。

这一组数据是吉阳有力推进
“巩卫”工作的责任清单。

吉阳区探索“细对标、齐下沉、
全覆盖”的大网格化格局，不仅扮靓
了城市容颜，还拓展了城市维度，增
强了城市发展的后劲。

细对标。制定吉阳区 2021 年
重点场所卫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及重点场所卫生监管检查工作的
通知，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督查，建
立“巩卫”档案，大到排查的问题分
门别类，小到每个问题精准到数
字。经过排查，“四害”孳生地最为
严重的地方当属东岸村委会、新村
社区、临春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
吉阳区主要领导及各包点单位多
次下沉到重点区域督导检查。区

“巩卫”督导组每天开展巡查，以通
报、问题清单等形式，下达整改通
知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告知有关单
位，责令限期整改。

齐下沉。办公点设在背街小
巷；分时段分路段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无缝对接织密全天候全覆盖的

“巩卫”网……这些是吉阳区“巩卫”
工作的真实写照。全区动员，全民
动手，持续发力。每个吉阳区工作
人员既是“巩卫”人员又是社会监督
员。在微信群里，吉阳区各局办、
村、社区、居每天都要发一篇“巩卫”
美篇，有的是督查情况，有的是整改
情况，指尖办公成为“巩卫”新常态。

全覆盖。“人在格中走，事在网
中办”网格化管理优化社区办事流
程，实现行政效能的提质增效。随
着“巩卫”精细化要求进一步提高，

吉阳区对“网格”再次升级，打造大
网格格局，让网格与网格之间实现
网格内走访、信息上报流转、交办督
办、研判督查等彻底无缝对接，互联
互通，用“绣花”功夫抓好抓实“巩
卫”工作。

自开展“巩卫”工作以来，吉阳
的“巩卫”工作在不变中求变。不变
的是，吉阳区上下以甩开膀子、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工作劲头，为游客营
造“放心游”“舒心游”的旅游环境；
变的是，作为主城区的吉阳区，在客
流量剧增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道路
畅通、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美誉度
持续提升，赢得市民、游客齐点赞。

吉阳 责任肩上扛 实干足下起
本报记者 杨洋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开展“搬家
式”大扫除活动、开展“巩卫”志愿服务
活动、发放宣传手册……今年以来，育
才生态区全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心、走深、走实，稳步推进为群众办实
事，通过补短板、抓整改，再掀“巩卫”
新高潮。

今年以来，育才生态区积极引导群
众培养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通过组织各村（居）发动群众进行搬家
式环境卫生大扫除，做好房前屋后等
部位的卫生清洁工作，清理卫生死角、
房前屋后杂物、沉积垃圾，重点清除积
水容器，消除蚊蝇孳生地，全力打造干
净、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

育才生态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将“巩卫”工作推向实处，该区 11个村
（居）每周定期组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
员及广大群众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每周至少开展 1 至 2 次活动；组织
消杀公司进行病媒消杀，今年以来累
计清除卫生死角、清理病媒孳生地超
过10927处、消杀重点场所8176处。

广泛宣传，深入动员。以多种形式
向市民宣传卫生防病、环境卫生等科
普知识，引导大家杜绝“随地吐痰、乱
扔烟头、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提
高环境保护意识、卫生意识、健康意
识，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营造广大
群众主动参与的氛围，推动“巩卫”工
作深入开展。

此外，还定期更换健康教育宣传栏
并适时更新宣传栏内容，已印发宣传
海报、折页和单行本等下发至各村
（居），要求各村（居）认真落实宣传任
务，广泛深入动员群众参与到爱国卫
生运动中，不断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

下一步，育才生态区将把党史学习
教育与抓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努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
切实增强做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将公共设施、环境
卫生、市容市貌等方面的改造整治作
为提升城市精致度的重要抓手，让群
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

向“颜值”冲锋
为“巩卫”苦干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清
理卫生死角、清理垃圾废弃
物、修剪乔木和花带……连日
来，天涯区全力持续推进“巩
卫”工作，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促提升。党员干部率先垂
范、主动担当，争当“巩卫”急
先锋，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通过落实“门前三包”责
任制、推进垃圾分类等措施，
维护优美的城市环境，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进一步增强。

5 月 20 日，为做好“巩卫”
复审迎检工作，进一步美化城
市环境，天涯区园林绿化部门
出动工作人员328人，洒水车、
平板车、垃圾压缩车等车辆10
车次，对辖区解放路、三亚湾
路等主次干道和公园绿地开
展“巩卫”整治行动，共清理
2300米绿化带中的垃圾；修剪
草皮2万平方米；浇水逾16万
平方米；清洗槟榔渍108处；清

扫绿地、沙滩逾 23 万平方米；
清运园林垃圾约26.1吨。

近日，天涯区组织全区党
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号召各村
（社区）群众参与，集中开展了
一次全域“搬家式”大扫除活
动，进一步在全区掀起爱国卫
生运动热潮，努力营造干净整
洁、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产生活环境，全力打好迎接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基础。

为做好辖区的病媒生物防
制，天涯区常态化针对全区45
个村（居）委会区域农贸市场、
学校、公厕、小餐饮店、村道、
公共场所等区域开展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连续5天共出动
269 人次，深入各餐饮店指导
完善“三防”设施建设及入户
宣传 391 家次，清理鼠迹、蟑
迹、蚊蝇孳生地近 1000 处，水
泥硬化堵鼠洞 66 处。在全民
的共同努力下，全区病媒生物
防制效果保持良好态势。

党员当先锋“巩卫”不停歇

右图：天涯区环卫工人正在清洁路面。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初见黎仕壮时，他刚参加完社区环境卫
生整治，衣服已被汗水浸湿，汗珠顺着脸颊
滴落。“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社区经常开展环
境卫生大扫除，也是为‘巩卫’尽一份力。”

黎仕壮是鹿回头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两
委”委员，虽然主要负责社区党建工作，但他
的工作远不止这些。只要是社区的事，只要
是需要黎仕壮的地方，一定有他的身影。

自2013年在居委会工作以来，黎仕壮始
终尽职尽责，每次接到工作任务，他总是冲
锋在前。无论工作多么繁重，多年来，他总
是默默地出色完成任务，从未有过计较和怨
言。

去年初，新冠疫情暴发，黎仕壮主动加
入社区门岗防控值班组、跑腿队和党员疫情
防控先锋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24 小时
在疫情防控点轮流值守，并为武汉来琼人员
提供各项上门服务。他还带领党员先锋队
走街串巷贴宣传单页、挂横幅，让社区居民
充分了解新冠肺炎。“我们社区里从外地来
的人很多，仅武汉等重点区域的人员就有
180 多名，任务很重，我是党员，我不上谁
上。”抱着这样的信念，黎仕壮舍小家顾大
家，昼夜连续奋战在一线。

为了让他安心工作，妻子王新燕主动挑
起了照顾家庭的担子。多年来，她任劳任
怨，操持家务、悉心照顾两个孩子和双方父
母。她还以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工作，做好

“门前三包”，每天都会按时打扫家中卫生，
教育子女不要乱扔垃圾，为“巩卫”工作出一
份力。

“明德知礼，孝敬长辈。”是黎仕壮家的
家训。父亲爱岗敬业、脚踏实地，母亲勤勤
恳恳、孝敬父母，夫妻俩的言传身教为一双
儿女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如今，大女儿
已是一名大学生，小儿子虽然只有 4 岁半，
却已经养成好读书、懂礼貌、讲卫生的好习
惯。在社区的同事和邻居们的眼中，他们一
家就是文明家庭的典范。

2019年，黎仕壮荣获三亚市吉阳区优秀
党务工作者称号。“兢兢业业做事，认认真真
做人。”是他的座右铭，也是夫妻二人希望传
承给下一代的“家风”。“希望这句话能够传
下去。”黎仕壮说，好的家风就像坐标，他会
永远以身作则，让守正己身、无私奉献的准
则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回
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春园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和红旗街
街心公园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陆续揭牌，为服务城
市的户外劳动者们提供舒心的

“家”。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 27
家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预计今
年服务户外劳动者20万人次。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是三亚
各级工会“面对面”“零距离”为
服务户外劳动者建立的爱心平
台。为了真正让户外劳动者体会

到社会的温暖，三亚在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设有一个室内场所、
一台微波炉、一台饮水机、一个
卫生间、一个应急医药箱、一个
书报架、一套手机充电站等，免
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食品加热、
饮水、用餐场所、休息场所等基

本服务，为户外劳动者体面劳动
创造良好的环境，切实有效地为
户外劳动者提供“渴了有水喝、
热了能乘凉、冷了能取暖”的贴
心服务，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
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
暖。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健康卫生环境

文明家庭建设Sy

三亚文明家庭黎仕壮一家：

勤恳无私代代传
本报记者 刘佳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黄世烽）5月 17日和
18 日晚，“多彩天涯颂党恩 民族团结一家
亲”2021年三亚市天涯区民族事务局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一百周年主题文艺晚会分别在天涯区立
新村委会与妙林村委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
精彩纷呈、热闹非凡。

晚会在舞蹈《党旗颂》中拉开帷幕，多民
族舞蹈串烧《绚烂多彩的民族》、双人对唱
《一杯黎家山栏酒》和群舞《天涯为家》等民
族特色表演，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幅精美的民
族风情画卷；《唱支山歌给党听》《把一切献
给党》等经典歌曲，高亢激昂、气势恢宏，歌

伴舞《不忘初心》则传递了红色精神的初心，
抒发了爱党、爱国、爱家的情怀，将整场文艺
晚会推向高潮；舞蹈《向文明SAY嗨》、情景
表演《美丽乡村正气歌》、小品《少些人情宴
多些人情味》，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解读乡村
文明、移风易俗、邻里关爱等，营造浓厚的乡
村文明氛围。

晚会还穿插了党史、党的民族政策知识
竞答活动，现场观众热烈参与。此次活动由
市民族事务局指导，天涯区民族事务局主
办、天涯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协办。

民族团结进步Sy

5 月 20 日，天涯区朝
阳社区，驻区市人大代表、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
医师林容带领 10 余名专家
医护团队正在为社区群众
开展义诊服务。

据介绍，天涯区人大常
委会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专
业优势，携手市人民医院
在朝阳社区开展“学党史
悟初心，我为群众办实事”
义诊活动，以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

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
员 赵向虎 摄

三亚户外劳动者多了27个暖心的“家”

义诊送健康
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三
亚市残联组织全市 200 余个残
疾人家庭到三亚·亚特兰蒂斯 C
秀剧场观看演出，让残疾人走出
家门，感受家乡发展变化，同时
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氛
围。

《C 秀》是一出联动水陆空的
大型水上表演秀，由复星泛秀演
艺和国际行业专家联袂打造。表
演融合水中芭蕾、空中艺术、花式
跳水等众多元素，演绎了一个关
于海洋的古老、神秘传说。故事
包含喜剧、冒险、神话等元素，弘

扬了爱与勇气的正能量。
“平时由于身体原因很少有

机会出门，观看如此高水准的演
出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观
看演出的残疾人朋友表示，希望
以后多开展类似的活动，让更多
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集体活

动。
“我们将在为观众带来更好

演出的同时，继续秉承复星集团
的公益理念，开展更多公益活动
服务社会。”三亚·亚特兰蒂斯 C
秀剧场市场营销部市场副总监顾
宇翔表示。

三亚组织200余个残疾人家庭看演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文艺晚会举办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天涯

育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