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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社会文明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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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志愿服务

倾听民声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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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困难……

听听这些社区的文明“宝典”
当前，我省正在深入开展文明大行动，社区作为我们身边的家园，它的
出彩会让我们置身其中的人感觉到幸福和快乐。
文明社区都长啥样？它们又是如何打造的呢？近日，记者走访了海
口、琼海两地的部分文明社区。
□南国都市报记者 胡诚勇 陈康 文/图

海口滨濂北社区：

琼海登仙岭社区一角。

城中村变示范区
文明宜居颜值高
走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濂北社
区，只见道路干净整洁，绿树成
荫，居民们或下棋闲聊，或凭凳小
憩，还有的在健身娱乐。
从脏乱差的城中村到整洁卫生
的文明社区，已在这里生活了 30 年
的陈浮萍感触颇深。
陈浮萍说，以前这里是典型的
城中村，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晴天
一片灰，雨天一路泥。现在，社区
改造之后，走出家门就能感受到整
洁干净的环境，社区内同心文化广
场、健身器材、阅览室等各项社会
服务设施完善，“住在这里别提多舒
服了！”
据了解，“双创”以来，滨濂北
社区 4 条主干道全部铺设沥青，45
条小街小巷完成升级改造，规整空
中管线 1750 米，彻底清理排污管道
约 3000 米，更换照明设施 136 盏，
新建绿化面积 1000 余平方米，打造
同心小园林 5 个。
滨濂北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
记、主任吴和忠介绍，滨濂北社区
能成为文明社区，与环境的干净整
洁、居民的精神面貌分不开。社区
有一支志愿者队伍，他们每天为社
区内的环境卫生、治安建设贡献力
量。
环境的变化，还得益于管理。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滨濂北社区出
台了卫生评比制度、楼栋长责任
制、文明家庭评比、“庭院三包”责
任制等长效管理制度。
不仅如此，滨濂北社区还推行
“12345+网格化”模式，居民遇到
问题打个电话或发条微信，就有网
格员上门帮忙解决。

琼海登仙岭社区：

打造特色街道
居民乐享幸福生活
海口秀中社区砖厂宿舍区的篮球场。

海口秀英秀中社区：

倾听民声民意
创建文明社区
“现在小区居民怨言少了、民心顺
了。”近日在海口市秀英街道秀中社区，
改制企业海口第一砖厂原副厂长吴清环
感叹地说，砖厂宿舍由过去脏乱差变成
现在配套完善的幸福家园，这得益于秀
英区通过“民情台账”架起党群沟通的
连心桥，及时解决了一批
“老大难”
问题。
砖厂宿舍小区北面的篮球场，过去
曾是卫生死角。作为破产改制企业的宿
舍区，根本没有资金进行改造。
今年 3 月，小区居民冼小顺通过网格
员向秀英街道办反映了这个问题，街道
经核实后于 4 月底动工对小区进行改造。
硬化道路、完善基础设施、安装路灯、
修建公厕，整个改造工程投入 50 余万
元。7 月底完工后，这里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冼小顺说：“没想到政府这么快就解
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
秀中社区主任何明说，社区网格员
每天入户与居民打交道，通过发放“民
情台账卡”，及时倾听居民的心声，高效
地为群众解决问题。
秀英街道工委副书记许宏民介绍，这
是街道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建立“四位一
体”党群联系制的成果之一。
“我们在每个
社区将包点领导、包点干部、
‘ 两委’干部
和网格员的分管内容和联系方式向居民
公开，群众可有针对性地选择联系相应的
领导干部，以便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
”

海口滨濂北社区同心文化广场，居民正在闲聊或小憩，还有的在健身娱乐。

志愿者在山叶社区做志愿服务。

琼海山叶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
打造温暖的“家”
琼海市嘉积镇山叶社区是个“城
中村”，也是一个温暖的社区家园。
记者近日走进该社区，发现这里环境
干净整洁，两侧铺面、居民住宅建筑
风格统一格调，书香气息浓厚。
早在 2013 年，山叶社区与琼海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发现辖
区里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双职工
在周末时往往也要上班，这就导致他
们无法照顾年幼的孩子。在一番筹备
下，“七彩小屋”应运而生。在与琼
海市少年宫对接后，“七彩小屋”不
仅有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等，还有针
对孩子们开展的自护教育、心里咨询
等。
除了照顾好社区里的孩子，山叶
社区还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一系列
便民利民活动，为社区居民做好服
务。难能可贵的是，在山叶社区有多
个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他们给社区
居民带来便民利民服务。
为了让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及
时掌握辖区内各家各户的情况，提供
具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山叶社区将
其辖区划分为 5 个网格，由社区两委
干部、居民小组长、社区党员等近 30
人，针对孤寡老人、低保户等开展
“一对一”结对帮扶。
“社区居委会的本职工作就是为
居民服务，但我们还要通过开展志愿
服务，让大家进一步感受到社区也是
一个温暖的家。”山叶社区居委会党
支部书记、主任唐甸华说。
据了解，目前山叶社区的注册志
愿者已有 1320 人。多个长期开展的
志愿服务让山叶社区浸润在浓浓的志
愿服务氛围中，山叶社区也获得了由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颁发的 2016 年
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奖。

12 月 11 日下午，来自琼海市华侨中
学高三 （5） 班的王亮同学，利用午休时
间在住家附近的嘉积镇登仙岭书画街练习
书法。据登仙岭社区党支部书记黄翀介
绍 ， 辖 区 13 条 街 道 已 打 造 有 练 习 、 创
作、交流、展览为一体的登仙岭书画街，
也有以“家、和、书、乐”为主题的不同
功能区、以琼剧为载体传播本土文化等传
统文化广场。
走进登仙岭社区，街道路面已全部实
现硬板化，排水设施完善，街道两侧看不
到油烟外排，车辆停放整齐有序。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图说我们的价值观、讲文
明树新风、精神文明建设专栏、居民公约
等创文标语随处可见。
为了管理好社区，登仙岭社区成立巡
查整治队，建立微信工作群，每天将检查
发现的问题拍照在群内曝光。社区居民还
成立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帮扶帮困、慈善
捐助、植绿护绿等各类志愿服务，让社区
居民享受幸福生活。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采价时间：2017 年 12 月 15 日 单位：元/斤
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日环比
12.54 0.00%
鲜猪肉 肋条肉
17.73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42.48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4.36 0.00%
鲜牛肉 新鲜去骨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7.00 0.00%
0.00%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6.75
带鱼
冻 250克左右 22.41 0.54%
4.20
0.00%
青椒
新鲜一级
4.02
0.50%
尖椒
新鲜一级
4.27
0.00%
芹菜
新鲜一级
3.16
-4.53%
油菜
新鲜一级
2.13
0.00%
圆白菜 新鲜一级
5.21
1.36%
豆角
新鲜一级
3.33
0.00%
韭菜
新鲜一级
3.86
0.00%
西红柿 新鲜一级
2.83
0.00%
胡萝卜 新鲜一级
2.62
0.00%
土豆
新鲜一级
2.32
5.94%
大白菜 新鲜一级
5.30
0.00%
蒜苔
新鲜一级
2.10
-1.41%
冬瓜
新鲜一级
4.00
-1.23%
苦瓜
新鲜一级
3.90
-2.50%
空心菜 新鲜一级
2.95
-6.35%
地瓜叶 新鲜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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