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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郑育锥不断加强
自身修养，提升履职能力，积极
担当作为。通过长效脱贫培训
班学习和“理想信念红色教育”
活动的参与，提高自身素养，也
增强工作能力，奠定了履行委员
职责的坚实基础。疫情防控期
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累计捐赠

防疫物资 6 万余元，并参与天涯
区金鸡岭社区召开的疫情防控
工作调研，围绕统筹常态化进行
疫情防控；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
试点工作，深入落实金鸡岭路社
区污水管道应急整改项目；为及
时了解和掌握社情民意，通过调
研走访，提出《关于小区生活垃
圾智能化分类回收管理》建议；
赴市旅文局对《关于营造特色夜
间旅游文化提升三亚经济发展
的建议》提案进行面商并参与重
点提案督办落实；与其他市政协
委员一起赴深圳、厦门开展推进
自贸港人员进出自由便
利化专题调研。

市政协七届六次会议以来，广大市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精神，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动三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以实际行动展示政协委员风采。本报今日起，连续三天共刊登 35 名 2020 年度优秀市政协委员的履职亮点，旨在通过展示新时代市政协委员履职为民情怀
和岗位建功风采，激励广大政协委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亚打造
海南自贸港标杆城市中体现政协新担当、作出新贡献。

奋力写好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答卷
三亚市政协2020年度优秀市政协委员风采录（一）

去年，郭锡文尽心履职，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勇于
践行社会责任——《关于优化我市营
商环境，解决中小企业项目落地难
问题》等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并加以采纳；围绕“关于三亚市河东
路两旁行道树树桩清理和补种”等
议题进行协商，助力市政协开展基
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参加“走乡
村、促消费”活动，助力脱贫攻坚，提
振消费信心；在市民政局举行的“微

心愿”认捐活动中，向术后康复治疗
的困难群众捐赠价值数千元的多功
能按摩椅；发动会员资助 15 名贫困
大学生，捐助金额达 75000 元人民
币；多次组织看望和慰问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向三亚疫
情防控部门捐赠价值数万元的防疫
物资；组织市客家商会、市工商联青
年企业家委员会会员企业进行捐款
捐物，并向商业租户减免租金，金额
达数百万元人民币。

去年以来，刘凯强积极参政议政，
认真履行委员职责，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为打造符合三亚发展的人才供
应链系统，助力三亚在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中扛起新担
当、展现新作为。撰写《打造酒店人
才供应链，助力海南自贸港》提案；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努力当好疫情防
控“主心骨”，动员各酒店广泛参与，
全力做好重点地区来琼人员疫情防
控工作和重点人群排查服务管控；为

尽快解决防疫物资需求，主动与境外
客户沟通协调，协同交通协会一同组
织境外包机运送防疫物资，第一时间
解决物资紧缺的燃眉之急，并为各行
业酒店发放防疫口罩约50万只，酒精
及消毒液1万多瓶；多次下乡入户送服
务、搞调研，传达党和政府的富农政
策，反映基层群众心声，助力三亚乡村
振兴；对儋州村社区完善上下联动机
制等工作进行实地指导，助力推进三
亚市政协基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

去年，邢孔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精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精神，扎实履职尽责，在加快
推进自贸港建设中扛起责任与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她积极与一
线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履行社
会责任；带领员工落实市委、市政府在
疫情防控期间的春节肉菜供应和市民
游客应急物资储备任务；组织司机日
夜兼程为武汉一线抗疫工作人员送去
20吨爱心瓜菜；为三亚及乐东数十名
建档立卡户解决近10万斤滞销瓜菜
销售难题；为社区、三亚戒毒所一线工
作人员，三亚市中心医院、南部战区海

军第二医院等医院医务人员，送去关
爱与价值数万元的慰问品。为助力三
亚复工复产，给予120多名商户免租3
个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
意见》，通过调研并提出《关于加快建
设三亚天涯B型保税物流中心》与《关
于加快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建议。2020
年，她荣获省“南海乡土人才”、全国

“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抗击疫情“全
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三亚佳翔
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荣获“中国冷
链物流百强企业”荣誉。

去年以来，刘志国始终牢记市政
协委员的使命，用心履职尽责，能力
显著提升。在三亚参与开展“以自由
贸易港建设为引擎，加快推进游艇产
业发展”主题考察，随市政协调研组
赴厦门、深圳等地开展“推进自贸港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化，放开一线、管
住二线”专题调研，并提出意见和建
议；撰写《关于把“天涯区回新社区出
租屋规范管理公约”作为协商议题的
建议》等提案，有的被作为市政协开
展基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的协商议
题；通过基层协商民主议事会平台，

推动“海润路汇润花园小区商铺前安
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金鸡岭路社
区存在急需解决的污水管网改造”等
问题的解决；主动担当抗击疫情，率
领金的物业集团向一线医务工作者
捐赠一批价值15万元的物资；疫情防
控期间，公司各项目严防死守、严阵
以待，为2万多户业主筑起疫情防控
的“铜墙铁壁”，集团所服务的近30个
小区无一例确诊病例，无一例疑似病
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践行一名本地企业家的社会
责任。

去年，刘锋在立足本职工作的
同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
责任感履行委员职责。北京城建海
南公司 2020 年完成投资超 5 亿元，
连续 3 年纳税均达到 3000 万元以
上。投资建设的红塘湾海云家园项
目获国家住宅开发类最高奖项“广
厦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
严格遵照市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组
织在建项目和旗下酒店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并为所开发的社区居民提

供口罩等应急防疫物资，切实做到
了守好自己的阵地；他积极参与市政
协有关会议和调研活动，并多次积极
撰写提案。其中，《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提升营商环境的建议》被评为市政
协“优秀提案”；除了参与市、区组织
的各类扶贫爱心活动之外，他还积极
参与市政协、市发改委组织的三亚

“十四五”规划和营商环境优化座谈
会，为海南自贸港和三亚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去年以来，林岳全力履行好政
协委员的责任与义务，为自贸港建
设、防疫抗疫及复工复产贡献力
量。从改善民生入手，深入调研实
际情况和研究相关法律法规，认真
撰写政协提案，建真言献良策。由
于提案涉及民生热点，又有可行的
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和重
视；他积极为市委、市政府的新基
建建设方案出谋划策并身体力行推
动落实，为三亚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经济复苏贡献了政协人的智慧和力
量；积极参与自贸港的跨境电子商
务产业发展的调研工作和“国际自
贸港离岸数据交换中心”建设调研
工作，发挥专业水平和智慧，助力
自贸港建设；积极参加社区基层协
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和基层民主议
事会议，通过新机制进一步解决基
层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与三
亚水环境质量情况督查活动，大力
推动三亚生态文明建设。

去年，马小亚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担当社会责任，疫情之后加快
工作节奏——积极参加履职能力
培训，学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及相关政策，为三亚“十
四五”规划编制建言献策；在完善
上下联动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
建设试点工作中，下沉至多个社
区，积极搭建政协委员履职平台，
联络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基层民主

协商，协调解决安装社区照明灯、
老社区天然气管道入户、棚改区排
水沟修缮、社区物业管理隐患等相
关民生问题；坚持深耕国际教育，
在疫情期间的巨大运营压力下，带
领海内外团队，共克时艰做表率，
保障教育有序进行；募集近 14 万
善款捐赠钟南山医学发展基金，并
无偿为抗疫英雄子女提供教育服
务。

去年以来，曾和平作为一名市
政协委员，在本职岗位积极投身海
南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三亚大
悦中心项目，使得该项目在去年实
现全面开工，已累计完成固投逾 20
亿元（含地价）；去年 8 月 10 日，三
亚东岸总部经济区体量最大的项目
——中粮三亚大悦中心东岸CBD城
市展厅正式开放；充分发挥职能，积
极二次招商，已吸引医药、旅游等经
营主体 118 家进入三亚；积极响应

市政府号召，参与亚龙湾度假区提
档升级，组织各方力量全面谋划亚
龙湾整体提升工作，提出具体实施
方案；认真履职尽责，两次参加三亚
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征求意见座谈
会，踊跃建言献策；主动深入基层，
反映社情民意，积极撰写“亚龙湾青
梅桥修缮”“三亚市产业空间规划”
等多个提案；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机
制落地，协助在大悦中心城市展厅
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点。

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回暖复
工复产、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基层协商民主试点
等，郑沐林积极履职建言，担当作
为。先后参加市政协组织的提升我
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自贸

港投资自由便利化和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建设等专题调研、交流与座谈，
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和做法；与崖州区
政协联络组联名撰写《关于新建道路
兼用历史文化名人命名的建议》的社
情民意，得到上级的重视与采纳；作
为崖州区梅山大社区委员履职小组
组长、第二召集人，他下沉一线履职，
围绕失地农民培训转产、发展乡村民
宿等热点难点问题，参加崖州湾科技
城大社区和梅联社区基层协商议事
活动5次，通过广泛参与、平等协商、
达成共识，达到基层满意、群众点赞，
很接地气。去年来，郑沐林及其企业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助学圆梦、扶
贫济困中捐款捐物共计218.45万元。

“政协委员既是一种荣誉，更是
一种责任。我应该积极履行参政

议政职责，认真撰写提
案，为群众美好

生 活 贡 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侯江萍这样说，
也是这样做的。在积极撰写社情
民意、提案的同时，她多次参加《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解读
履职会议、参加基层协商民主活
动，负责吉阳区新村社区并召开第
一次协商会议。去年初疫情防控
期间，她向大东海派出所抗疫一线
民警、吉阳区新红村防控一线村民
及干部、育才生态区防控一线值班
人员捐赠慰问物资；积极参加复工
复产调研及“走乡村、促消费”活动，
助力脱贫攻坚。去年11月份，她被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评为“九三学
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市政协常委、三亚市客家商会会长郭锡文——

责任挂心间 履职展风采
市政协常委、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总经理刘凯强——

使命扛在肩 当好疫情防控“主心骨”

市政协委员、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邢孔梅——

勇立潮头再扬帆 履职尽责展情怀
市政协委员、三亚金的物业集团董事长刘志国——

践行社会责任 彰显担当精神

市政协委员、北京城建海南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刘锋——

立足本职展风采 用心履职促发展
市政协委员、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林岳——

发挥专业优势 建真言献良策

市政协委员、三亚海亚优质教育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小亚——

共克时艰做表率 教育先行有大爱
市政协委员、中粮大悦城控股海南区域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曾和平——

认真履职尽责 踊跃建言献策

市政协委员、海南国新酒业连锁法人代表、总
经理郑沐林——

下沉一线显真情 履职尽责葆本色

市政协委员、三亚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江萍——

扛起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

市政协委员、海南金誉盛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郑育锥——

提升履职能力 积极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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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黄世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