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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全省 18 市县首批 40 个住宅小区签约移交电力设备资产
消
息

小区抄表到户来了，63万户受惠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朱玉 倪达 褚浩霖 宋印官冤 7 月 30 日袁海南省 18 个市
渊县冤共 40 个小区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同步签订叶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
移交协议曳袁标志着海南省存量住宅小区电力抄表到户进入分步实施阶段遥

荩

740个小区计划明年6月底前完成改造

据悉袁由于历史原因袁海南 90%
以上的住宅小区未抄表到户袁小区
电价电费不透明尧 缴费不便利尧供
电可靠性差尧安全隐患多尧故障抢
修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区业主遥
今年以来袁海南省政府高度重
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及住宅小区
用电抄表到户工作遥 海南电网公司
主动承接省政府的工作要求袁结合
省住建厅发布的指导文件袁 按照

荩

野分类推进袁先易后难冶的原则袁率
先对 2015 年 11 月 1 日之后用电报
装且 2020 年 5 月 19 日前竣工验收
的存量住宅小区开展公共配电设
施资产接收和抄表到户改造遥
为加大小区抄表到户改造工作
推进力度袁 海南电网公司成立了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袁 编制印发了改造
工作方案袁细化分解改造工作 14 个
关键节点袁倒排工期有序推进遥 积极

与政府部门沟通对接袁6 月底前就已
联合召开了住宅小区抄表到户改造
动员会遥 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和设计
单位逐户开展改造小区走访宣传袁
截至目前袁 已完成 2015 年 11 月以
后既有小区的现场勘查和可研设
计遥 本次计划由海南电网公司实施
抄表到户改造的小区共有 740 个袁
涉及户数约为 63 万户袁计划于 2021
年6 月底前基本完成改造工作遥

“最后一公里”
真正打通供电服务

野由于海南住宅小区入住率低袁
耶候鸟爷特点明显袁且大部分小区没
有成立业主委员会袁在组织小区业
主就资产移交事宜进行表决时存
在较大困难遥 冶海南电网公司野抄表
办冶专项工作组相关负责人倪达介
绍袁由于部分业主对政策不理解袁
配合度较低遥 野我们通过与住建
部门尧街道办联合上门向小区
业主宣传讲解政策背景袁
以电话尧 短信等方式联
系不在当地的业主
进行表决袁最终确

保移交协议顺利签订遥 冶
据介绍袁此次参与签约的 40 个
小区中袁 主要是海口 5 个袁 三亚 3
个袁其他 16 市县各 2 个遥 小区移交
的设备范围主要是从上级公网电
源接入点至小区终端用户计量装
置之间的公用供配电设施袁不包含
小区内的专用变压器尧自备发电机
等应急电源设备遥
完成资产移交工作后袁海南电
网公司将安排后续进场施工改造
计划袁确保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
签约小区的改造任务袁改造完成后

由电网公司实施电力抄表到户和
配电设备运维管理遥
据悉袁7 月 15 日袁 海南融创观
澜湖公园壹号楼盘三期项目工程
通电袁该小区也是海南省抄表到户
新规实施后第一个完成电力抄表
到户改造并正式用电的在建小
区遥目前袁该公司在确保新建尧在
建小区抄表到户一步到位的
情况下袁 先行解决2015 年
11 月 以 后 既 有 存 量 小
区袁 真正打通供电服
务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全国扫黑办海南特派督导组
重点关注儋州宗族宗派势力
涉黑涉恶问题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
30 日袁记者从全国扫黑办海南特派督导组获悉袁全国
扫黑办特派督导组进驻儋州以来袁 在接待群众举报
和梳理重点案件尧重点线索中发现袁儋州尤其是中北
部地区宗族宗派势力根深蒂固且与涉黑涉恶势力交
织袁成为儋州扫黑除恶斗争难啃的野硬骨头冶遥
据了解袁长期以来袁儋州市
宗族宗亲势力在海南全省有
名袁 有些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
权袁横行乡里尧欺压邻里袁甚至
组织群众阻挠政府项目开工遥
如已被打掉的以符以康为首的
儋州市东成镇平地村涉恶家族
势力袁 该符氏家庭成员经常纠
集在一起袁 长期霸占洋浦服务
区的绿化用地经营摆摊牟利袁
多次以暴力尧 威胁等手段阻挠
洋浦服务区施工建设袁 殴打洋
浦服务区员工并敲诈他人遥 还
如近期侦破的以李勇贵为首的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案件袁 该团
伙利用宗族势力袁 组织实施故
意杀人尧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
用权尧组织卖淫等犯罪行为遥
督导组暗访和谈话过程中

发现袁 儋州宗族宗派势力根深
蒂固袁涉嫌控制农村资源遥 如盐
丁村村民反映袁 该村李姓几个
领头人破坏古盐田建房袁 村里
人建房不经他们同意不敢盖遥
督导组在接访群众上访的过程
中发现袁 宗族宗派之间为争夺
土地纠纷不断袁 成为当地社会
稳定的一大风险遥 有些黑恶组
织在逃人员渊如李养胜冤袁受当
地同宗同姓人员的包庇袁 公安
机关明知其在当地藏匿袁 迟迟
难以抓捕归案曰 有些公职人员
念及宗族感情袁 对涉黑涉恶团
伙通风报信遥
督导组将重点尧 持续关注
宗族势力与黑恶势力交织的典
型案件袁通过以案示警袁整肃儋
州宗族宗派势力不正之风遥

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倡导绿色环保生活风尚

儋州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实习记者 黄桂风 摄影报道冤实施垃圾分类处理袁
对提升城市文明程度袁改善城市环境袁提升资源的回收利用率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今
年 6 月 1 日起袁儋州市在机关单位尧医院学校尧宾馆酒家尧商业综合体以及社区居委会六
大范围内的 65 家试点单位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袁并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遥
那么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行一个多月以来袁儋州市民的生活发生了哪些
变化钥 他们是否了解垃圾分类知识以及如何投放钥

宣教屋 寓教于乐教村民垃圾分类
25 日 11 时 20 分袁 在儋州那大镇武后
村后街袁记者刚走进村里袁就被一座野高颜
值冶的垃圾分类宣教屋所吸引遥 只见垃圾分
类屋的外墙袁 张贴着最新版本的垃圾分类
知识和投放指南袁供村民学习掌握遥垃圾分
类宣教屋包括垃圾分类区和垃圾宣教区遥 入
口处摆放 5 个回收不同垃圾的垃圾桶袁 每天
垃圾投放时间段为上午院6:00-8:30袁 下午院18:

市民

00-20:30遥 双休日延长半个小时袁每天都有
垃圾分类劝导员到现场提供指导遥
野垃圾分类宣教屋这种寓教于乐的
方式能让村民更好地接受垃圾分类知
识遥 冶儋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说袁 该宣教屋还将会摆上桌椅袁
打造成小教室或者小实验室来进行宣
教活动遥

参与垃圾分类热情高涨

野宣教屋的投放对我们的生活改善很
大袁村里现在苍蝇和老鼠都变少了袁各个
巷口都很干净袁感谢政府把环境卫生变得
更整洁了遥 冶村民叶建伟竖起大拇指说到遥
那大镇文化中路作为居民主要住宅
区袁也是该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主要阵
地遥 12 时袁记者看到袁文化中路从一街到七
街每条巷子口都设置有定时定点公示牌
垃圾投放点遥 每天的垃圾投放时间都有劝
导员在投放点进行劝导遥
随着儋州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序推
进袁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高涨遥
记者走进那大第一小学袁看到该校已
经投放了各种不同颜色的垃圾筒进行垃
圾分类遥

据了解袁该校召开野与绿色同行 与
环保相约冶 倡导垃圾分类工作动员会袁
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袁要求各班班主任
要以班会课时间宣传尧落实垃圾分类工
作遥 要求每个教师要培养生活垃圾精准
分类的习惯袁以一个教师带动一个班级
学生遥 推动 野小手拉大手冶方式袁共同达
成垃圾分类的共识袁 做到教育一个学
生尧影响一个家庭尧带动一个社区袁真正
让垃圾分类入校入户入心袁 要求学生
学习后袁 利用学习到的知识回家就要
教会父母分类遥
目前袁儋州市教育系统正以野小手
拉大手冶模式开展家校协同教育袁扎实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遥

政府

全面部署 加大宣传垃圾分类工作

据统计袁那大全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
约 360 吨袁如果不压缩有近 1500 立方米遥
这么多垃圾袁 如果还采取传统的粗放模
式袁既浪费了垃圾中的有用资源袁又消耗
大量土地和财政资源遥
此外袁 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袁
儋州市已先后投入资金约 175 万购买或
新建各类垃圾分类设备及设施遥 儋州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也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遥
儋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袁 专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部署垃圾分类相关工作遥
儋州市环卫局局长陈豪表示袁 将利
用 4 个月时间袁 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
知晓率尧参与率袁实现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全面覆盖袁并全面建成垃圾运输体系袁使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袁投放准确率达
80%袁整体减量率达 30%遥
据了解袁为确保此次试点工作顺利实
施袁儋州市环卫局 5 月份起袁已陆续投放
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袁对原有的一些垃圾箱
房进行美化尧升级改造遥
野我们计划通过耶无孔不入爷的宣传方
式袁提升市民的环境卫生意识遥 引导市民
从耶嫌麻烦爷耶分不好爷到耶会分爷耶愿分爷遥 冶
儋州市环卫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遥
接下来袁儋州将推出微信小程序袁通过
有奖问答等方式袁与市民互动袁让市民对垃
圾分类有明确认识遥此外袁举行大型专项垃
圾分类专题宣传活动袁 综合采取垃圾分类
情景小剧等多种方式袁宣传垃圾分类工作袁
为今年 10 月份儋州市全面铺开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