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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30日 星期三

按照《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三亚市机构改革
方案的通知>》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三亚市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三
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

陈向奋 陈明 颜业鹏 邢洪飚

第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2019年10月29日下午5：00）

童道驰 张震华 周廉芬 傅君利 朱允山
王裕雄 张羽飞 王文荣 林有炽 陈向奋
大会主持人：张震华

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2019年10月30日上午8：50）

童道驰 张震华 周廉芬 傅君利 朱允山
王裕雄 张羽飞 王文荣 林有炽 陈向奋
大会主持人：张震华

童道驰 张震华 周廉芬 傅君利 朱允山
王裕雄 张羽飞 王文荣 林有炽 陈向奋

一、审议《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关于设立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二、表决通过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人选
三、调整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人选
四、选举

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议程
2019年10月29日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9年10月29日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19年10月29日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23 人，按姓名笔划顺序排列）
王文荣（女） 王裕雄 朱允山 朱志兴 杜丽银（女） 吴清江 张羽飞 张震华 陈小亚
陈正光 陈向奋 陈跃 林有炽 林海 尚林 周廉芬（女） 周月霞（女，黎族）

哈少林（回族） 涂永革 容丽萍（女） 彭隆荣 傅君利（女） 童道驰
秘书长：王裕雄（兼）

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2019年10月29日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19年10月29日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设立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
2019年10月29日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困难有很多，但
解决的办法也有很多，我们要动脑子解决困
难。”10 月 29 日，在三亚南山“四个一”交通
配套工程第三标段的工地里，有个人因为特
别善于解决各种困难，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被同事们称呼为“魔法师”。他就是施工方
怀化铁路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义辉。

为抢进度
2000公里外调拨设备

刘义辉老家在黑龙江省，从事工程建设
工作已经有 13 年。2017 年 3 月，他肩负重任
来到三亚，投入三亚南山“四个一”交通配套
工程前期筹备工作。当年 9 月，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可刚开工就遇到一个难题：桩基建
设需要电力供应，但工地附近没有变压器，
需要向电力部门申请建设变电站，还要铺设
电线线路，这个过程就要 2 个月时间。此时
的刘义辉面临一个两难问题，要么等变电站
建好再开工，但 2 个月工期就白白浪费了；
要么就向总公司申请发电机组，从浙江长途
调拨发电机组过来，但发电机组存在成本
高、不稳定等问题。

等还是不等？刘义辉没有犹豫，哪怕多
花点成本，百姓的交通出行不能等。他立即
向总公司汇报实际情况，在他的极力争取
下，公司从 2000 多公里外运来两台发电机组

“救急”，为项目建设推进争取了时间。
“如果不是在过渡期使用发电机组，项

目的进度不可能那么快。”项目资料员黄良
育说，正是刘义辉的“闯劲”和“拼劲”，燃起
大家奋进的激情，拧成一股绳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

跑遍全岛
“死磕”一块石材

2018 年 5 月，南山互通的桥梁进入预制
箱梁生产阶段，工地又遇到一个难题。因为
项目所在的崖州区本地砂石“粗骨料”的颗
粒太大，会卡在钢筋与模板之间，混凝土的
配合比达不到设计要求，而若将砂石打碎变

小，砂石的强度又达不到要求。试验多次以
后，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供应商无奈想要打

“退堂鼓”。
为了找到合适的本地砂石，做好配合比

确保工程质量，刘义辉亲自出马，开始了艰
难的“寻砂”之路。他安排人员兵分几路前
往琼海、文昌等地的大小采石场，他自己则
前往乐东千家镇，跋山涉水寻找石材。没多
久，前往琼海的工人找到一种碎石，将样品
带回来做了配比试验，发现强度能够达到设
计要求。找到合适的石材让大家都很高兴，
可过了几天，采石场的报价发过来，一下子
泼了盆冷水，报价太高，远远超出了预算，刘
义辉只好忍痛放弃。

接着，刘义辉又返回乐东千家镇。因为
路不熟，采石场又多在偏远山区，只能靠着
熟人介绍和边走边问，为此刘义辉跑了不
少冤枉路。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刘
义辉最终带着 5 家采石场的石材样品返回
三亚做了配比试验，其中一家采石场的样
品达到要求。可高兴没两天，这家采石场
因为特殊原因停业了，样品只好作废。刘
义辉没有灰心，继续对剩下的样品做配比
试验，最终找到了达到要求的样品，解决了

混凝土的难题。

凌晨坚守
不允许丝毫马虎

黄良育说，刘义辉遇到困难从不退缩，总
能想尽办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被大家称呼
为“魔法师”。刘义辉平时对员工很温和，是
个“好大哥”。但在工作上，刘义辉绝对是严
格要求，不容许丝毫马虎，关键环节都会亲自
把关。桥体预制梁浇筑的时候，不仅对技术
的要求非常高，有时还需要作业到凌晨一两
点，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刘义辉从头跟到尾，
现场紧盯着每个环节，生怕出一点纰漏。

“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工地上，办公室很少
见到人。”办公室财务人员吴贝贝告诉三亚日
报记者，刘义辉每天扎根工地，敬业精神让人
钦佩。

“跟家人聚少离多，幸好家人都很理解我
的工作。”刘义辉说，他的父母、妻子、儿子都
在老家，每年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家
人都理解并支持他的工作，家永远是他温暖
的港湾。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10 月 29 日，天大喜
事·幸福三亚·微婚礼产业高峰论坛在国家海
岸海棠湾举行，会上发布了“幸福三亚·微婚
礼”产品，并成立了幸福三亚微婚礼产业联盟。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
志 远 ，三 亚 市 副 市 长 吴 海 峰 ，三 亚 十 余 个 涉
旅 行 业 协 会 负 责 人 及 来 自 全 国 各 个 省 婚 庆
行业协会负责人、知名婚庆设计师等参加论
坛。

论坛上，参会各方围绕婚庆旅游的理念

创新与产业推进、婚庆旅游的区域合作与产
业融合、婚庆旅游目的地打造和产品策划、婚
庆旅游节庆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等话题，就三
亚如何推进婚庆旅游发展，打造“幸福三亚
天下囍都”国际婚庆旅游目的地等提出建议
和意见。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三亚将
围绕“幸福三亚·微婚礼”各个环节服务，打造
体系完善的微婚礼产业链。在微婚礼产业链
的上游，积极举办婚博会、婚庆产业展、婚礼秀

等，引导婚庆文化健康发展。在产业链中游，
围绕三亚目的地婚礼服务，培育发展婚纱摄
影、美容、艺术设计、主题婚宴、主题酒店、主题
景区、鲜花供应、汽车和游艇租赁等。在产业
链下游，围绕婚后蜜月服务，精品化、特色化建
设一批满足蜜月旅游的观光度假设施及服务
机构，如专业的旅游公司、蜜月酒店、主题景
区、购物及娱乐等。

当天，幸福三亚微婚礼产业联盟发布了
《海棠湾宣言》。

天大喜事·幸福三亚·微婚礼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三亚将打造体系完善的
微婚礼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10 月 29 日上午，全市
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专题研讨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国有企业
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等 74 人参加培训。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傅君利出席并讲话。

培训班上，傅君利以《切实发挥党组织领
导作用，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为题，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刻阐
述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从如何在充分
认识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和国企改革攻坚的
背景下，加强国企党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

实担起国企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国
有企业党组织领导作用，为学员们上了精彩生
动的一堂专题党课。

傅君利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标
杆的高度，以及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高度
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在打造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标杆的关键时期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大现实意义，真正把开展主题教育所焕
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推动三亚各项事业发展
的强大动力；要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全面提

升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水平，始终坚持党对国有
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始终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
偏离，始终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
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始终坚持建强国有企
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要端正学习态度，倍加
珍惜机会，严格遵守纪律，注重学以致用，力争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据了解，本次研讨班为期三天，采取专题
辅导、邀请国企同行现身说法、视频教学和研
讨交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大家将通过集中
学习，进一步提高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

全市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研讨班开班

切实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
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我和三亚重点项目建设的故事”8

南山“四个一”交通配套工程第三标段现场负责人刘义辉：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工地“魔法师”

刘义辉（右）顶着烈日在工地上忙碌着。 本报记者 赵庆山 摄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10 月 29 日，海南首
家中韩合资旅行社、第二家中外合资旅行社
——三亚丽德国际旅行社在三亚成立。海南
省旅文厅副厅长曹远新、三亚市副市长吴海
峰、韩国旅游发展局驻广州办事处次长郑荣安
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三亚丽德国际旅行社是首家中韩合资旅
行社，也是继酷怡国际旅行社（三亚）有限公司
之后，海南省第二家中外合资旅行社。

韩国模德旅游集团副会长韩玉敏表示，三
亚是韩国游客非常喜爱的休闲度假目的地之
一，三亚丽德国际旅行社的成立将为韩国游客
及商务人士到海南旅游、商务活动提供更多便
利，推动两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

吴海峰表示，希望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关
系，共同促进海南入境旅游和国际化水平的提
升，助力三亚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

据悉，韩国市场作为三亚第二大入境旅游
市场，已开通 3 条三亚至韩国航线，今年前三
季 度 ，三 亚 接 待 韩 国 入 境 游 客 超 过 8.2 万 人
次。下一步，针对韩国市场，三亚计划联合三
亚丽德合资旅行社尽快在韩国设立三亚旅游
（韩国）推广中心，组织“请进来”“走出去”营
销活动，在首尔、釜山地铁站、公交车上投放广
告等，进一步提升三亚旅游在韩国市场知名
度，吸引更多韩国游客来三亚旅游。

海南首家中韩合资旅行社落户三亚
系我省第二家中外合资旅行社

本报讯（记者 黄珍）10月29日下午，三亚市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市委党校会
议中心举行预备会议。会议共进行两项议程。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震华主持。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裕雄、张羽飞、王文荣
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应出席代表
240 人，实际到会 207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大会主席团由 23 人组成；会议表决通过了三
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议程。

又讯（记者 黄珍）10 月 29 日下午，三亚市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市委党校
会议中心三亚厅举行了主席团第一、二次会
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震华主持。

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 23 人，实际到会 18
人，符合法定人数。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出主席团常务主
席和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会议决定会
议日程，根据会议安排，本次会议定于 10 月
29 日开幕，10 月 30 日上午闭幕，期间共举行 2
次全体会议，3 次主席团会议。会议还决定了
大会副秘书长人选。

会 议 听 取 关 于 大 会 选 举 办 法 草 案 的 说
明，决定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各代表团
审议；听取关于设立市七届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决定将设立市七届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交各代表团
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决定将关于
市七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表
决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
体会议表决；决定将关于市七届人大法制委
员会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
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关于大会选举办
法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大会选举办
法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听取关于提
请本次会议选举的候选人人选建议名单的说
明，决定将候选人人选名单作为主席团提名，
提请各代表团酝酿；决定将市七届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作为主席团提
名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决定将市七届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委员人选名单作为主席团提名交各代表团审
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昨日举行预备会议
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会议议程

主席团第一、二次会议同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珍）10 月 29 日下午，三
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各代
表团会议厅召开各代表团会议。

当日下午，共召开三次代表团会议。预
备会议前各代表团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代
表团团长、副团长；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名单草案；审议大会议程草案，会议还成立临
时党支部。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后，各代表团召开第
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

关于设立市七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
草案，审议关于市七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草案，审议关于市七
届人大法制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草
案。

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各代表团召开
第三次会议，会议酝酿候选人人选，审议市七
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草
案，审议关于市七届人大法制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选名单草案。

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各代表团会议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