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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创建

高质量高标准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

本报讯“美丽三亚·海南特曲杯”沙滩手球邀
请赛将于11月 12日至 15日在三亚举行，比赛项目
分为沙滩手球男子组和女子组。

据介绍，沙滩手球运动不仅具有健康、休闲、时
尚的特点，还兼具了室内手球项目快速、连续等特
征，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其有趣的两分球
规则也是吸引众多选手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观众可以欣赏到运动员为追求两分而展示出的空
中接力、前空翻、空中转体360度等花式技巧。

本次邀请赛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副市长周
俊表示，此次沙滩手球邀请赛是国家级体育赛事，
主办方将围绕邀请赛提前演练，做到胸有成竹，赛
事各环节无缝衔接。 （刘博）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11 月 7 日上午，由市委
宣传部，市教育局指导，市城乡文明促进会主办的
三亚市 2020全民阅读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在市第
三小学举行。此次活动主题为“点亮阅读梦 书香
溢三亚”，旨在从小培养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习惯，扩大学生们的眼界，营造好学求进，知
书达礼的校园。

当天上午，来自市第三小学的师生还给观众带
来集体诵读《鲜花上的坟茔》、个人朗诵《绣红旗》、
拉丁舞等节目。主办方还为“扫黄打非·护苗”征文
活动获奖者颁奖。

据悉，“点亮阅读梦 书香溢三亚”2020 年全民
阅读活动于7月 23日在市图书馆启动，从2020年 7
月持续至 2021 年，包括“你读书我买单”“学习强
国”知识竞赛、书法大赛（硬笔和软笔书法）和阅读
大赛等 10 余项活动，涵盖征文、展览、诵读和讲座
等形式。

“美丽三亚”沙滩手球邀请赛
12日开赛

全民阅读进校园
系列公益活动举行

秋季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现场。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黄珍）11 月 7 日，“扬帆自贸 圆

梦海南”2021 届高校毕业生留琼就业创业系列活

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就业见习招聘会暨秋季毕业

生供需见面会举办，220 多家企业提供教育、市场

营销、旅游、人事行政和海洋科技等多个领域就业

岗位 6000 余个，吸引 4000 余名应届毕业生进场求

职，当天共达成就业意向1283个。

据悉，此次招聘会吸引了包括亚特兰蒂斯酒

店、海南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江西

省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苏宁易购公司、安踏集

团、屈臣氏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参加。不少用人

单位表示，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对各类人才的需

求增大，该校作为唯一一所热带海洋类高校，在人

才输送方面一直保持着人才的高品质，该校往届

毕业生在其单位表现可圈可点，希望学校可以继

续培养出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该校水产养殖专业应届毕业生吕世进在现场

与一家水产企业达成初步意向。他认为，随着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海南一流的营商环境、与国

际接轨的创新体制机制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将

会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人才来海南发展，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和展示平台。

据悉，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今年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举办多场线上线下招聘会，通过建立信

息档案库、专场招聘、校企校地合作、一对一就业

指导、职业规划宣讲等方式，为毕业生提供优质就

业创业服务。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举办秋季毕业
生供需见面会

220多家企业
携6000多个岗位揽才

椰风送爽，月色皎洁。11月
7日晚，“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暨“心连心”
决胜脱贫攻坚文艺演出系列活
动收官晚会在海棠区龙海小学
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
丰盛的文化大餐和视觉盛宴，为
三亚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和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唱响致富歌
抒发自贸港情

用一台演出，点燃海棠的美
丽夜空。

当晚8时许，欢快的旋律、奔
腾的热舞点燃现场气氛，激情动
感的开场舞《我们都是追梦人》
歌颂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三亚
人的精神斗志。

2020 年，是三亚和全国一道
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全市
干部群众在这场战役中勇于担
当、奋力拼搏，在此关键节点，这
场走进海棠区文艺演出，把脱贫
攻坚成果作为生动教材，为当地

群众送去一场鼓人心、接地气的
“精神食粮”，为激发群众脱贫致
富内生动力，奠定了扎实的基
础。

大家欢聚于此，唱响致富歌，
抒发自贸港情。在《我们的中国
梦》《童年的铃铛》《我们的舞台》
《用爱战疫》《自贸港追梦的三亚
人》《鹿城新篇》等精彩节目中，
通过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群众
感受到的不仅是欢声笑语，更是
一次思想上的洗礼，是从要我脱
贫、到我要脱贫、再到怎样脱贫
致富的递进，激发了全区干部群
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建设自贸
港的斗志与激情。

有了党的好政策，全市贫困
群众实现脱贫，阔步走在奔小康
致富的大道上。

●全面奔小康
共享新生活

用一台演出，激发海棠人民
致富的斗志。

这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统一部署下，三亚的

脱贫攻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
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许多贫困
户改变陋习，转变观念，用自己
的辛勤汗水，走上了劳动致富的
道路。当晚，小品《懒汉脱贫》的
精彩演绎，是建档立卡户在政策
的帮扶下“变身”的一个缩影，是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最
好的佐证。

人穷志不短，扶贫先扶志。
自海棠区机构改革，成立区扶贫
办以来，始终把脱贫攻坚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多次开展调研、慰
问等工作，深入群众，与贫困群
众亲切交谈，切实了解贫困群众
需求，及时解决贫困群众的困
难，随着新的扶贫政策、帮扶措
施的实施，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脱贫攻坚取得成效。自 2017 年
该区南田居贫困户脱贫以来，总
体实现全区脱贫，截至目前，该
区脱贫人口未出现返贫，未出现
新增贫困人口现象。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
区上下干部群众的万众一心。
及时做好脱贫攻坚动态管理工
作，及时掌握脱贫户情况以及未
纳入建档立卡户的相对低收入

家庭基本生活情况，及时跟踪排
查，防止遗漏和错评的情况出
现，同时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
扶，确保全区脱贫攻坚工作不漏
一人。

如今，海棠区带着群众往更
加美好的生活奋进。2020年，海
棠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
民群众急需、盼望的民生问题，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投
入资金着力实施十大为民办实
事事项。

●迈向致富路
秀出好未来

用一台演出，激励海棠人民
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中流击
水正当其时。海棠区认真落实

“十抓十好”工作任务，坚持发
展产业带动群众致富，打造乡
村振兴产业“海棠模式”，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该区正加强乡村振兴建设，积极
打造“一村一品”，认真推动集体
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目前，已打
造湾坡鸭、青田鹅等独具特色的
品牌产品，通过在旅游热门场所
设立扶贫专柜、“爱心扶贫大集
市”等产品展销渠道，积极加大
产品宣传力度，通过线下结合线
上的销售模式，积极拓宽产品销
售渠道。

同时，结合现状，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为脱贫户增收。
2017年，该区与海南海垦果业有
限公司签署190万元的产业资金
入股合作；2019 年，将合作主体
变更为海南神泉集团有限公司，
由该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的责任
和义务，通过每年计提分红的模
式，为南田居农垦城镇户创收，
产业资金入股合作每年计提分
红金额约达 15.2 万元，进一步推
动脱贫攻坚工作。

自贸港，海棠秀，这是美好的
希冀，是蓝图的描绘。秀美海
棠，蓄势待发，将在海南自贸港
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潮中，扛起
担当，打造新标杆。

用一台演出，展示脱贫攻坚海棠“果”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暨“心连心”决胜

脱贫攻坚文艺演出系列活动收官晚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当晚，三亚市海棠湾农
民琼剧活动中心的琼剧演员
陈玉、王裕月还献上琼剧传
统 剧 目《三 看 御 妹》选 段 曲
目。

华 丽 的 服 装 ，精 致 的 妆
容，陈玉和王裕月动听的腔

调，精彩的表演博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很高兴能在舞台上把海
南 特 有 的 琼 剧 献 给 父 老 乡
亲，今晚表演的选段比较喜
庆，外地来的朋友可能听不
懂，但是他们可以看到我身

上的装扮特别好看，而且屏
幕上有字幕，他们一定也能
感受到琼剧的魅力。”陈玉表
示，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让
琼剧被更多人看到，把这一
海南传统文化展示出去。

（见习记者 刘盈盈）

“很好看，唱歌跳舞都有，每
个节目都很精彩，我很喜欢。”
定居在龙海风情小镇的于先生
带着一家人来到了晚会现场。
他们一家人 2004 年来到三亚，
亲眼看着海棠湾从一个破落的
小渔村发展到今天交通便利、
购 物 娱 乐 样 样 齐 全 的 繁 华 景

象。“今天这场表演让我很有触
动，三亚发展很快，以前很荒凉
现在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以前都没有这么精彩的节
目在这里表演。希望这样的活
动能经常开展，也衷心希望三
亚越来越好。”

（见习记者 刘盈盈）

琼剧演员陈玉：

最大的愿望是让更多人看到琼剧
市民 希望三亚越来越好

今日夜间有新热带气旋移入南海

未来两天
三亚晴转多云局部小阵雨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11 月 7 日，记者从气象
部门获悉，今年第 20 号台风“艾莎尼”已于 7日 13
时由强热带风暴减弱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
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将明显减
弱。此外，预计 8日夜间将有新的热带气旋移入南
海，强度逐渐加强，10 日趋向越南中部沿海。未来
两天，三亚晴转多云，局部有小阵雨。

受“艾莎尼”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日到 10日
白天：本市近海和南部海面，东北风5－6级、阵风7
级，8日中午前后增大到6－7级、阵风8级。

未来两天三亚具体天气：8日白天，全市晴间多
云；最高气温，全市 27~32℃，市区30℃；东北风，内
陆地区 3~4 级，沿海地区 4~5 级，近海和南部海面
5~6 级、阵风 7 级，8 日中午前后增大到 6~7 级、阵
风 8级。8日夜间到 9日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局部
有小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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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在演唱《我们的中国梦》。

▲晚会现场，小朋友笑得很开心。

▶居民积极参与晚会现场互动。

▲歌舞表演《自贸港追梦的三亚人》。

▲深情献唱。

◀杂技《太空漫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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