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是海南解放 70 周

年，2020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99 周年纪念日。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缅怀为

海南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先辈们，继承革命传统

发扬优良作风，在接续奋斗中

践行初心使命，在新的起点上

把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70 年 来 ，海 南 发 生 了 巨

大变化，取得了伟大成就，这

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

领导，得益于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现在，中央决定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

这是海南人民最大的幸福和

机遇。我将抓住这次机遇，

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带领南

新居流动“候鸟”党支部党员

积极投入到自贸港建设中。

同时，我作为一名志愿者，也

将与三亚心连心义工社的义

工、志愿者们一道，继续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在自贸港建

设中扛起志愿者担当，融入

如火如荼的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积极参与到三亚“创文巩

卫”、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禁

毒等工作中，让党员志愿者

成为自贸港建设中社区服务

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吉阳区南新居流动“候鸟”党支部书记、志
愿者邓海生：

在自贸港建设中扛起志愿者担当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
产党迎来 99 岁生日，这一天也
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公布的满月之日。跟往
年不一样，今年国家给予海南
的政策支持，让海南迎来千载
难逢的发展机遇。”杨天梁说，
作为一名有着 35 年党龄的党
员，他将通过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凝聚奋
进力量，抢抓发展机遇，用实际
行动助力海南高质量高标准推

进自贸港建设。
“连日来，我都在关注有关

海南自贸港的信息，利好政策，
让企业对在海南发展充满信
心。”杨天梁说，《总体方案》公
布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接
待了近百名国内外投资者，接
待量实现大幅增长。1 个月时
间，10 多家企业实现了入园注
册，还有3波企业将组团前来考
察，有些已经提交入园注册手
续。

“接下来，园区将按照《总体
方案》要求，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增强园区竞争力，并推动一
批项目尽快建成投产。”杨天梁
表示，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
究院海南研究院将聚焦企业和
人才的需求，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做好企业落地过程中的各
种服务，实行“非禁即入”政策，
减少审批流程，并通过事中、事
后监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为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
作贡献。

（本报记者 杨洋）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执行
院长杨天梁：

科技创新驱动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
产党 99 岁生日，作为一名党
员，我深感骄傲。同时，作为驻
村第一书记，我深知基层党组
织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拿出

“绣花”功夫，用钉钉子精神，为
村民谋福祉。

2018年 5月，我被派到育才
生态区雅亮村担任脱贫攻坚中
队长兼第一书记。这两年来，
我组织雅亮村“两委”班子成员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凝聚支部力量，助
推村级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协助雅亮村委会完成 6.37 公里
村道硬化施工、360万元光电控
水灌溉项目和 630 万元养鸡场
项目建设，发展乡村特色种植
养殖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现在，全村22户建档立卡户“两
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均得
到保障，产业就业扶贫政策落
实到位，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6379.65元。

接下来，我将充分发挥驻
村第一书记的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全村党员干部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斗志，
带领全村党员干部持续推进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不断
发 展 产 业 生 产 、推 进 移 风 易
俗，提升村级自治能力，切实
保障和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水
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贡
献。

（本报记者 张慧膑）

育才生态区雅亮村脱贫攻坚中队长、驻村
第一书记王学朋：

用“绣花精神”为村民谋福祉

志愿者科技工作者 脱贫攻坚队员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勇当排头兵打造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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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月 1日是中国共
产党99岁生日，回顾过往峥嵘
岁月，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
挠、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
业中，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
深受感染，将其转化为自己的
学习动力和具体实践。

作为学院新媒体中心负责
人，我在学院领导、老师的指
导下，通过学院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官方 QQ 等平台积
极宣传先进党员和有为青年的

优秀事迹，弘扬时代主旋律，
传递青春正能量。疫情严峻期
间更是主动靠前，挖掘人文学
子在疫情面前主动作为、冲在
一线的故事，传递正能量。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积
极参与学院党支部活动，时刻
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
拢。新学期开学至今，我还积
极参加防疫志愿活动，利用课
余时间为同学测量体温，并做
好记录，为师生健康安全牢筑
防线。

近年来，我先后参与“世界
青年帆船锦标赛”“中国扶贫
基金会·善行一百”“大茅小学
支教”等志愿服务活动。在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新机
遇下，我将从当下做起，配合
完成班级管理事务，认真做好
学院的宣传工作，学习专业知
识，增长才干，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黄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大三
学生姜广博：

为自贸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99 年峥嵘岁月，99 年辉煌
历程。2020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
共产党 99 岁生日，从 1921 年
到 2020 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人民在不懈奋斗中，取得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
一名基层党员，我深知，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也
是每位党员的责任。

7 月 1 日也是海南离岛免

税新政策实施的第一天。作
为三亚国际免税城的一名党
员，我在为游客服务的忙碌和
激 动 中 度 过 这 个 特 殊 的 日
子。离岛免税政策的调整，是
党中央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一
项重要举措，从 2011 年加入三
亚免税店至今，我见证了离岛
免税政策的发展历程，也深刻
感受到离岛免税业务的发展
及海南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
成绩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国家政策的支持。

离 岛 免 税 业 务 是 海 南 自
贸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一名党员，我将继续用实际
行动书写入党初心，坚定理想
信念，立足销售本职，做好服
务的同时尽全力提高销售业
绩，通过学习，不断提升团队
管理能力，努力在一线岗位发
挥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
力离岛免税业务快速发展，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力
量。

（本报记者 李少云）

三亚国际免税城销售主管汝昕：

立足本职工作
做好离岛免税销售服务

2020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纪念日，三亚各界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深情祝福党 99 岁生日。

在这个心潮澎湃的历史时刻，站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门槛上，三亚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将始终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不忘初心、奋力前行，把握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利好政策带来
的重大发展机遇，以担当有为的精神面貌共同庆祝党的生日，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

三亚基层党员的“七一”心声——

一颗红心跟党走 满腔热血干事业

2020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

产党99岁生日，当天下午，走进

三亚华侨学校高三年级部，这

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高考

倒计时紧张气氛，教室后面的

墙上贴的都是“天道酬勤”“只

争朝夕”等标语。讲台上，老师

在认真地讲课，学生们更是不

敢放过每一个知识点。虽然一

些班级正在上自习课，但是教

室内没有任何嘈杂的声音，只

听见翻书本和笔尖刷刷写字的

声音，同学们都在埋头学习，希

望可以在高考临近时再提高一

点自己的成绩，这样考试期间

可以发挥出好的状态。

在高三（3）班教室里，班主

任孙绍春正在为学生认真解答

难题。作为一名党员，孙绍春

始终从严要求自己，尽心尽力

做好教学、抓好学生学习。为

方便学生找她解惑、答疑，孙绍

春现在每天早晨6点左右到校，

晚上十点半之后才离开教室。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实现心

中的梦想，我们辛劳一些都是

值得的。”孙绍春说，在正当干

事创业的青春年华，自己赶上

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大好

机遇，感到十分荣幸也感到责

任重大。教育承担着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

支撑的重要作用，她将积极培

养学子们立志成为海南改革开

放的生力军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建设者。

（本报记者 胡拥军）

三亚华侨学校高三（3）班班主任孙绍春：

尽心尽力为自贸港建设培育人才

高中教师 免税城员工 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