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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蔡炳先

6 月 5 日是第 50 个世界环境
日，中国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旨在进一步唤醒全社会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牢固树立尊重
自 然 、顺 应 自 然 、保 护 自 然 的 理
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

从发放宣传册，到践行垃圾
分类；从清理河海边垃圾，到捡烟

头换奖品。近年来，三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继续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人们对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紧迫性的认
识，比以往更加深刻，绿色发展理
念正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 共 产 品 ，是 最 普 惠 的 民 生 福
祉。三亚各区各部门近年来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在打赢蓝天保卫战方面，
三亚去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为 100％，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在
扎实推进碧水保卫战方面，三亚
推动解决“九龙治水”的局面，水
污染治理纳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范围……人们头顶的天
更蓝了，身边的大地更绿了，河湖
水体更清了。面对人民群众对生
态环境越来越高的要求，需坚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
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
做得更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生态环境保护是需要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每个人都
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在日常
生活中，尽量少开车，多选择绿色
低碳环保出行方式；在家点外卖
时尽量不选用一次性餐具；外出

时不要为了走捷径践踏绿地……
在生活中贡献自己的环保力量，
减少环境的负担，真正做到诗意
地栖居。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建设更加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三亚，功在当
代，利在干秋，必须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行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使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让良好生态
环 境 成 为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的 增 长
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支撑点。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新局、育新机、谋新篇”

本栏目稿件仅代表作者个
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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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传统戏剧”，在历史上都
绝非一成不变。大多数中国传统戏剧，
本质上都是“市井的艺术”，更是“活的
艺术”。面对传统文化，没人希望它们
被供奉在神坛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死
物”。积极吸纳时代元素，通过自我进
化保持活力，对传统戏剧来说是一直都
在做，也应该持续做下去的事。对其他
传统文化而言，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杨鑫宇谈小众粤剧电影为何
能在网上“破圈”

规范民营医院执业行为，需要进
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及时曝光过度检
查、过度治疗等“套路”患者的隐蔽手
段，强化患者至上的医疗理念。

——白晶晶谈规范医疗监管

“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是深化
科技创新的有益尝试，而落实下来，需
要营造“敢为天下先”的竞争氛围，并
在实践探索中总结经验，为机制改革
提供相应的养分，从而让更多有真才
实学的人站出来。

——谢军谈学术研究制度改革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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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让市场主体
依规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

□ 赵文君

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推进政务服务优化，
用制度和技术办法让市场主体依规办事不求人成
为常态。这句话戳中了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一
个难点，顺应了人民的热切期盼。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大大降低了企业和群众
办事创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但在不少关键领
域，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法治意识、规则意
识欠缺，许多原本依制度规定应该办的事，还要托
关系、走门路，非求人不可。环节烦琐、关卡重重，
阻碍的是创业创新的动力，影响的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活力。

让市场主体依规办事不求人，彻底打破“不找
人难办事”的潜规则，就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优化
服务，让办事程序、公共服务信息公开透明；要进
一步加强政风建设，加大政务监察力度，严肃查处
各种违规违法行为。通过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敞开正门、堵死后门”，真正实现为企业经营松
绑、为项目审批减负、为要素流动疏堵、为政企沟
通搭桥、为兜底民生助力。

更好保障儿童用药
□ 李红梅

“ 徒 手 掰 药 片 ”“ 药 片 捣 成 粉 ”“ 冲 剂 减 一
半”……不少父母在给孩子喂药时，都有过这样的
经历。儿童用药剂量如何精准拿捏，确保用药安
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对成人来说，服药剂量会在说明书上清晰标
注，但大量常用药说明书并没有注明儿童用量。
好一点的情况是按照儿童体重、年龄标明相应剂
量范围，而更为普遍的是“儿童用量酌减”或“遵医
嘱”，缺少明确的儿童适应症和用法用量，也未明
确标注不良反应警示等信息。

“吃药靠掰，用量靠猜”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儿童专用药品短缺。药片虽小，却是事
关民生福祉的大事。今后，有必要不断完善政策，
鼓励儿童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开展综合评价，强
制儿童药物开展儿科研究并完善药品说明书，开
展儿童用药不良反应监测等，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性，减少用药风险，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全社会都
重视起来，协同发力，必将更好保障儿童用药，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

三亚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三亚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6月 6日，三
亚市“清洁家园 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
卫生百日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崖州区南
繁安置区举行。此次行动旨在倡导科
学、有效的防蚊方式，帮助群众养成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提高公众预防登革热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助力三亚顺利通
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百日专项行动时间为2021年 6月 6
日至 9月 15 日。期间将广泛开展防蚊
灭蚊知识宣传，深入开展以清理蚊虫孳
生地为重点的环境卫生整治，持续开展
监测评估和消杀工作。将重点做好建筑
工地、学校、单位小区、市场等重点场所
蚊虫孳生环境清理整治工作，统一组织
对废品收购站、垃圾箱（房、站）、公共厕所
等重点隐患场所，以及公园绿地、城乡各
类沟渠、沙井、地下室进行清理。农村地
区重点加强家禽养殖场、农贸市场、农户
庭院等区域整治力度，发动单位、居（村）
民人人动手翻盆倒罐，清除废弃杂物。

当天活动现场设置了防控登革热宣
传栏、海报、展板，发放登革热宣传折页
1000余张，组织4家病媒生物防制公司
发放灭蚊防蚊居家药品。同时发放了

“四害”防制药品杀蚊烟片500余包，杀
虫气雾剂150余瓶，驱蚊液200余瓶。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们以后将会
更加注重个人卫生，保持家里整洁，并教
育身边人积极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领取到除“四害”药品的市民符先
生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增强了他的健康
防护意识，今后他将更加注重清积水，灭
成蚊、防叮咬。

据悉，三亚将结合“五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加大宣传培训，深入发动积极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翻缸倒罐、清理蚊虫孳
生环境，做好蚊媒密度监测评估和重点
环境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强化设施防护
和个人防蚊工作，落实各项保障工作，助
力三亚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副市长何世刚出席活动。

三亚市开展“清洁家园 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

清理蚊虫孳生环境 助力三亚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6 月 6 日，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下水道进行消杀。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整治
家庭户卫生、清理各摊点垃圾、
清除蚊蝇孳生地……6月4日，天
涯区定期组织全区包点单位联合
各包点村（居），开展周末卫生大
扫除，从源头上清除卫生死角，不
断提升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在大扫除中，广大党员干部
不怕脏、不怕累，对各区域进行
集中清扫整治。大家认真清扫
街面、捡拾垃圾、清洁宣传栏、清
理楼道杂物及小广告……一个个

干劲十足，用忙碌的身影温暖了
一个个小区、一条条街道。

本次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
中，天涯区共计出动人员 1468
人，整治116户家庭的卫生、农贸
市场12个、公共场所卫生81处，
清理摊点垃圾1400处、卫生死角
520处、房前屋后杂物 191处、积
沉垃圾 139 处、各类垃圾近 70
吨。清除蚊蝇孳生地212处、消杀
6991处（面积逾 90 万平方米）、消
毒365处（面积逾3万平方米）、出

动专业消杀人员355人次。
今年以来，天涯区各村（社

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明确责任清单，加大整治力度和
强化责任追究，打好“治本”工作
牌，坚决防止环境卫生死灰复
燃，做到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不留隐患，不断提升辖区环境，
为全面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高
卫生防病水平、夺取疫情防控和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巩
卫”复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天涯区金鸡岭路社区把“巩
卫”列入日常工作重要事项，不
断加强环境整治，采取“边查边
改 ”，确 保 辖 区 环 境 卫 生 不 反
弹。6 月 4 日，该社区积极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周
末卫生大扫除。

6月 4日下午，天涯区文门村
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
及村民共同开展“搬家式”大扫除

活动，针对辖区的村道、槟榔地、
房前屋后等处进行大扫除。

“希望每一位市民都主动踊跃
加入‘创文巩卫’工作中来，共同建
设美丽家园。”天涯区有关负责人
称，该区持续开展周末卫生大扫
除，不仅为广大居民提供洁净、舒
适、优美的环境，还进一步提升居
民的文明意识和健康卫生意识，提
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天涯区深入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 |清理卫生死角 美化人居环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本报讯（记者 黄珍）6月 2日上午，由市民政局
主办的 2021 年三亚市社会工作人才培训班在市社
会组织孵化中心开班。来自全市 15家社工机构的
负责人及一线社工共60余人参加。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亚共有专业社工机构 29
家，持证专业社工245名，服务范围已从民政领域拓
展到心理健康、禁毒戒毒、矫治帮教、青少年事务、
妇女儿童关爱等社会建设领域。

近年来，三亚通过多种方式加快社会工作人才
培育发展，提升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
化水平。其中，三亚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作为市、
区两级社会组织孵化平台，对社会组织进行人才培
训、项目策划和平台打造等培育，同时强化对现有
社会组织的督导和培训，为推进三亚社会组织发
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三亚拥有专业社工机构29家
持证专业社工245名

遇上糟心事
号称品牌儿童雪地靴，

实际却是三无产品，网店称
不退货就不给退款；儿童手
推车稳定性差、儿童学习椅
安全性能不合格……正在
为孩子“买买买”的你，遇上
糟心事怎么办？

我 国 是 儿 童 用 品 生 产
和消费大国。儿童用品的
安全问题直接影响着儿童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牵
动着众多家长们的心。新
华社记者近日根据市场监
管部门提供的投诉线索，跟
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围绕
消费者投诉进行调查。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Sy

三亚有一种薏米
每斤售价50元以上
已启动成立农民合作社
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近日，记者从三亚南田

鸿洲共享农庄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共享农庄正在为

每斤售价50元以上的田湾薏米申请注册第30类商

标，商标名即为“田湾薏仁”，旨在打造品牌效应，助

力乡村振兴。目前，该申请正处于受理阶段。

据了解，田湾薏米的名气由来已久。有检测数

据显示，田湾片区田洋生产出的薏米比周边地区

薏米硒含量高出 10 倍，含钙量是贵州怀仁薏米的

2倍以上，价格也是其他产地薏米的 8至 10倍。之

前，三亚乃至海南许多市县的饭店都购买田湾薏

米，由于是当地百姓零散种植、自发销售，没有形

成统一的品牌。2019 年，南田鸿洲共享农庄工作

人员在收集本土农庄作物时得知这一情况后，着

手启动联合田湾队成立农民合作社、商标注册及

开展品牌推广等各项工作。

南田鸿洲共享农庄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民合作

社成立后将由共享农庄为当地种植户提供技术和肥

料，统一收购，以此保障种植户收入；通过商标注册

来打造品牌，形成区域品牌效应，让品质上乘的田湾

薏米走出南田销往全国，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