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y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抱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林浩（右一）等人正在给村民们发放务工费。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通过“抓党建，惠民生”和
“两代表接待”，积极协调区交
安局为 299 户村民铺设硬板化
入户路共 2406 米，使村民出入
更加方便；去年疫情期间，积极
对接市、区农业农村局，通过设
立临时收购点、爱心企业采购等
多种方式，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利用15万元抗旱工作专项经费
开展抗旱工作，将山泉水引入扎
半水渠，使400余亩水稻旱情得
到有效缓解，确保粮食安全……

2月 2日，在天涯区抱龙村，
村民们向三亚日报记者细数了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林浩等人
近两年的履职成效。

位于天涯区北部山区的抱
龙村好山好水好风光，但在过去
却是出名的“贫困村”。如今，
党和政府乡村振兴的春风惠泽
了这片土地。乡村振兴工作队
找准路子，发展特色产业，不仅
带动全村95户建档立卡户脱去

“贫困帽”，其他村民的经济收
入也比上年增长。全村建档立
卡户人均收入逐年递增：2014
年 为 1851.26 元 ；2019 年 为
15526.76 元；2020 年截至 9 月
30 日人均收入为 20762.17 元，
约为 2014年全年的 11.2 倍。去
年，该村还被评为 2019 年度海
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

无花果种植填补全
村无特色产业的空白

抱龙村过去以发展冬季瓜

菜、橡胶、槟榔等传统种植业为
主，效益不高。去年，林浩等人
积极引进三亚沃元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与抱龙村合作113亩
抱龙村无花果种植基地，采取

“村党组织（村集体公司）+企
业”的投资入股方式发展特色产
业，当年使村集体经济增加保底
分红2.5万元。

该项目不仅一举填补抱龙
村无特色产业的空白，且该基地
优先吸收建档立卡户就业，每年
提供3-5个长期就业岗位，每个
岗 位 年 薪 4 万 元 ；每 年 产 生
3000 个临时就业岗位，村民务

工工资150元/天。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

兴旺，农民有事做、有钱挣，农
村才能活力四射。”抱龙村党总
支部书记林明荣告诉记者，光是
乡村振兴工作队引进的无花果
种植就给当地村民带来每年约
90万元的就业经济收入。截至
目前，该村无花果种植基地已接
纳48名建档立卡户进行劳动务
工，总计增加收入10万多元。

“我们全家拥有今天的幸福
生活，得感谢党和政府实施的精
准帮扶、乡村振兴大好政策。”
38 岁的海南省“省级脱贫光荣

户”、抱龙村委会扎半小组建档

立卡户洪于对记者说。

标准化生猪养殖项
目让村民的日子有奔头

位于抱龙村村道旁的生猪

养殖场里，一栋栋猪舍宽敞明

亮，一排排猪栏规范整洁，一头

头生猪伸长嘴巴“哼哧哼哧”争

相抢食。

“感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帮助

脱贫，还给我们一个在家门口就

业的稳定工作。”42岁的抱龙村

建档立卡户林海荣说，他目前在
红旗一号场上班，主要工作是清
洁猪栏。

去年，结合抱龙村已建成 7
个集中养殖点的优势，抱龙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开发了标准化
生猪养殖项目，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该项目对接天涯区农
业农村局、天涯区扶贫办，与
天涯区城投公司和海南普庆市
政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合 作 ，采 用

“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
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实施
年出栏 1100 头生猪的抱龙生
猪 标 准 化 养 殖 。 目 前 ，首 批
289 头 生 猪 已 出 栏 ，产 值
124.06 万元。

林浩告诉记者，驻村工作
队下一步将继续巩固提升脱贫
成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积极引进具有诚
信的种植企业，开发 90 亩燕窝
果种植项目，在带动该村经济
的同时，解决该村部分人员就
近务工的问题；对接相关职能
部门，争取农田提水灌溉项目
及无花果基地排水水利设施早
日 立 项 修 建 ，为 农 村 产 业 发
展、农民增收提供有力保障；围
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
实用性强的教育培训，帮助更多
的村民掌握就业本领；加强劳务
合作，加大劳务对接力度，确保
建档立卡户劳动力应输尽输。

天涯区抱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昨天种下无花果 今天忙着种燕窝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白浩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走近三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③

Sy 打好三大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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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2月 3
日上午，根据省委、市委统一部
署，按照市纪委机关、市委组织部
有关通知，经过会前充分准备，市
政协党组召开 2020 年度民主生
活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在
市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的讲
话要求，以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

为重点，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
强班子自身建设，以实际行动践
行好初心和使命，不断提高履职
能力建设，更好地履行好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
三亚加快打造海南自贸港标杆城
市贡献政协智慧和政协力量。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周廉芬主
持会议并作动员、总结讲话。市政协

党组民主生活会督导组组长，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尚林到会指导。

会议书面通报市政协党组
2019年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通报市政协党组会前征求意见情
况。周廉芬代表市政协党组班子作
对照检查。党组成员紧密结合思想
和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尚林指出，市政协党组此次
民主生活会，认真贯彻市委关于
开好民主生活会的各项要求，准
备充分，紧扣主题，重点突出，开
出了高质量，达到了红脸出汗、共
同提高、增进团结的目的，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他代表督导组建
议：要持续整改落实，按照要求报
告，做好后续工作。

周廉芬在总结讲话中要求，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一以贯之坚
持和强化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要忠诚担当干事业，落实好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要不折不扣抓整
改，进一步增强整改落实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陈正光、蒋明清、韦忠清、陈跃等
出席会议。黄志强、邢孔祥列席会议。

市政协党组召开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
周廉芬主持会议 市委督导组到会指导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2月 3
日，三亚日报记者从天涯区二届
人大十一次会议获悉，天涯区
2021 年将聚焦“一中心、一城、一
区、三重点”，在抓实抓细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争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先锋，力争引进 5 家世界知名

企业到该区投资兴业。
今年，天涯区将抓住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周边区域规划临空经
济区的重大发展契机，加速梅村
物流园和黄金珠宝产业园建设，
打造商贸物流、黄金精炼、研发设
计、生产制作、批发展销于一体的
高端制造业发展主阵地，提振实

体经济；积极推进三亚南果农副
产品物流园（二期）、三亚佳翔加
工贸易冷链物流园（二期）等项目
建设，加速第三方物流服务主体
聚集；大力推动西岛国际创意产
业园建设，孵化一批优质创新创
意主体，打造发展具有西岛特色
的创意 IP 衍生产品及体验式服
务；全力配合三亚总部经济和中
央商务区项目建设，依托该区良
好的商务金融基础和腾出的主城
区棚改土地资源，深化金融对外

开放和创新，加大总部企业引进
和支持力度，全面完成阳光海岸、
西瓜芒果棚户区土地征收工作，
交付用地20块约884.6亩。

天涯区还提出今年的工作目
标：要聚力构建内外双循环，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要抓好城乡建设，提
升社会治理水平；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不
断推动绿色发展，助力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创建美好幸福天涯；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加快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天涯区经济呈现先降后升趋势。
全区实现生产总值234.62亿元，同
比增长 2.4%，占全市比重 33.7%。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58 亿
元，同比增长3%。固定资产计划
项目 266 个，完成投资 131.82 亿
元，其中四季度完成投资 51.7 亿
元，较三季度环比增长41.88%。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涯
区委书记林有炽出席开幕会。

天涯区今年力争引进5家世界名企
解放思想 敢闯敢试 大胆创新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日前，海南大学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骆清铭一行赴三亚南繁项目调研。

在现场，中建三局三公司华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李
伦虎介绍了三亚南繁项目的概况，并对项目进度、防疫
措施、春节期间员工的关怀进行了阐述。

调研期间，骆清铭一行参观了整个项目，调研人员
对项目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此次调研促进了各方的深
入交流，为后续交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为三亚南繁
项目优质履约提供有力支持。

据介绍，三亚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项目是由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投资，海南大学、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共同使用的制种、育种及研发的核心基地，投产使
用后将作为海南大学与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提
升科技成果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的有生力量。

该项目用地面积为 15853.02 ㎡ ，总建筑面积为
46209.39㎡，地下室建筑面积为 13499.35㎡，地上建筑
面积为 32710.04㎡。项目拟建 1栋地上 10层办公楼、1
栋地上6层实验楼、部分3层裙房及整体地下室。

据中建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三亚南繁项目正积极
进行节前抢工，为确保项目可优质履约，计划春节期间不
停工。为保障春节期间照常施工，项目部及劳务协作队
伍共同努力，集中调配各方资源，为施工提供充足的人
力、材料、资金资源，为项目按期交付打下牢固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为进一步激励海南省广大党
员及人民群众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扩大“学习强国”平台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丰富党
员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做好文化惠民活动，海南
省“学习强国”开启积分购书优惠活动。

据了解，此次“ 学习强国”积分购书优惠活动由中
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办，“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

“书香海南”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新华书店联合承办，于
2月5日至2月28日开展2021年度第一期活动。

活动期间，凡加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注册学
员，可在购书前关注“书香海南”微信公众号领取电子优
惠券，在海南全省新华书店门店结账时出示电子优惠券
及“学习强国”手机 APP 学习积分明细界面，根据学习
积分可在全省新华书店享受 7.5 折至 8.5 折不等的优惠
折扣选购零售图书以及指定文具、玩具等非书产品（学
习总积分在 30000 分以上或 2021 年度积分 1300 分以上
的学员，购书享受 7.5 折优惠；学习总积分在 10000 分至
30000 分之间或 2021 年度积分 800 分至 1300 分之间的
学员，购书享受 8 折优惠；学习总积分在 10000 分以下
或新注册用户的学员，购书享受 8.5 折优惠）。

本次积分购书优惠活动范围不包含中小学课本、大
中专教材、考试类图书、工具书及团购业务。

据了解，主办方还将在 2021 年 4·23 世界读书日、
“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相应推出多期“学习强国”
积分购书优惠活动，并继续优化积分兑换模式，扎实做
好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文
化惠民福利的同时，激励党员群众带着真正的学习情怀
去运用好“学习强国”APP，让每日打卡“学习强国”成为
新风尚，营造出“你追我赶，比学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展现我省党员群众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奋斗的底色。

骆清铭一行
赴三亚南繁项目调研

海南省“学习强国”
开启积分购书优惠活动
2月5日至2月28日开展2021年度第一期

开展旅游市场整治进展情况和
安全生产检查
三亚确保春节旅游市场
平稳运行

本报讯（记者 黄珍）2月 3日
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震华主
持召开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省六届人大四
次会议和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精
神，沈晓明、冯飞同志在参加省六
届人大四次会议三亚代表团审议
时的讲话精神，周红波同志在七
届市委常委会第 189次（扩大）会
议上传达学习省“两会”精神时的

讲话精神。
会议还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

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中共海南省
纪委七届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全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及全国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省扶贫办主任
会议精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全
国网信办主任会议精神和沈晓明
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相关讲
话精神；会议还书面传达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人大要

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做到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要
认真贯彻落实省“两会”精神，围
绕“一中心、一城、一区、三重点”、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一体化等重
点工作，以及沈晓明、周红波对做
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发挥人大作
用提出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抓

好人大各项工作。要加快自由贸
易港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用好
用足地方立法权，不断健全完善
立法体制机制；不断增强监督刚
性，进一步提高依法对“一府一委
两院”进行监督的严肃性、权威
性、针对性、实效性；继续推进“两
站一点”代表履职平台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智慧人大”建设。各工
委室要根据省“两会”精神，重点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管

理、文化设施等方面的调研，督促
政府抓好工作落实。

会议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落实好“三会一课”制
度，促进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开展“以案为戒、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活动，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王裕雄、张羽飞、林有炽、陈
向奋出席会议。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人大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2月 3日上午，市委常委、副
市长谭萍带队到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亚特兰蒂斯、
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等地检查旅游市场整治进展情况
和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在落实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要抓实抓细抓好旅游市场全方位工作，持续保持旅游市
场监管整治高压态势，确保旅游市场整体安全稳定。

谭萍一行先后来到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亚特兰
蒂斯等地，详细了解了酒店服务质量、客房价格、退订等
情况，听取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并对相
关问题研究部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及旅游安全的基础上，注重提升整体服务质量水
平，降低游客投诉率，提高满意度，进一步推动三亚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各酒店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情况
总体平稳有序。

在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谭萍要求，切实做好公共
场所消毒，消防管理、安全隐患排查要落实好。持续保
持旅游市场监管整治高压态势，确保明码标价，提高旅
游服务质量，做到诚信经营、优质服务，以热情饱满的精
神接待好、服务好广大客人。各旅游企业要进一步丰富
旅游业态，加强旅游和文化内容融合，提升产品内涵，进
一步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发展水平。

检查结束后，谭萍要求各相关部门落实监管职责，
严格按照要求，落实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
强企业自查，全力排查治理安全隐患，维护旅游文化市
场安全稳定。

据了解，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三亚
分三个阶段对各种涉旅拉客行为、餐饮食品安全、旅游
投诉等12个方面开展全面检查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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