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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肖诗希：

优化营商环境更要注重品牌和服务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Sy

吉阳区村（社区）党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正式启动

保持攻坚劲头
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任务

本报讯（记者 杨洋）“现在我宣布春
光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正式开
始，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3月 20
日，春光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顺
利召开，标志着吉阳区村（社区）党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正式启动。

会议听取和审议上一届支部委员会
的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办法、监
票人和计票人名单等，听取候选人发表竞
职演说，采用无记名和差额选举的方式，
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委员。在新
选举产生的社区党支部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等额选举产生书记，并通过大会工作
报告决议。最后，陈太琨同志全票当选为
新一届党支部书记，其他委员也全票当
选，成为春光社区党员群众满意的“领路
人”。

市政协副主席、吉阳区委书记陈跃表
示，春光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的顺利举
行，打响了换届硬仗的“头炮”，为吉阳区
党组织换届选举起好步、开好局营造了良
好氛围，希望新当选的班子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围绕创文巩卫、人居环境整治、城乡基
层治理、党史学习教育等内容，扎实做好
换届后续工作，为吉阳区“十四五”开局起
步凝聚强大合力。

自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启动以
来，吉阳区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及早谋划，挂图作战，全程把关，严格选人
用人标准，坚持依法依规操作，稳妥有序
推进换届各项工作。目前，在市委组织部
和第五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全区上下不
折不扣地推进换届选举，蹄疾步稳，态势
良好。下一步，吉阳区将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拿出过硬措施，多措并举，保持攻坚
劲头，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任务，为三亚
争当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标杆城市扛起吉
阳担当。

天涯区28个村（社区）党组织
选出新一届“当家人”

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3 月 20 日下
午，天涯区开展第一批村(社区 )党组织换
届选举党员大会，扎南村、布甫村、金鸡岭
路社区、新建社区等 28 个村（社区）按照
规定议程圆满完成了党组织换届选举工
作，选出了新一届的“当家人”。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党员大会稳步有
序开展，天涯区明确目标、提前谋划，扎
实做好会前筹备工作，开展村（社区）党
组织换届纪律暨业务培训，对党员大会
选举工作相关流程、注意事项等内容进
行培训和讲解，并严明换届纪律，强化警
示教育，敲响纪律警钟；为巩固和强化操
作程序，换届选举工作指导组深入各村
（社区）进行党员大会会前指导，并出席
党员大会全程监督指导；各村（社区）组
织开展党组织换届纪律暨业务培训会，
确保法律法规不变通、政策执行不走样、
程序环节不出错。

天涯区委有关负责人称，村（社 区）
“两委”换届，是基层治理的基础，事关基
层发展和民生福祉。在该区下一批村（社
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将按照政策
要求，严格把关，确保选稳选准；坚持充分
发扬民主与严格依法依规选举相结合，选
出一支组织信任、群众拥护的好队伍；进
一步对标检视，认真排查化解潜在风险隐
患，强化应急处置能力，深入宣传换届政
策和法律法规，形成党员干部与群众有序
参与的良好局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
圆满完成。

据悉，本月 23 日、27 日天涯区将分别
开展第二、第三批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
举党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3月
21日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为进一步
加强全市依法治旅工作，助力旅文体
行业高质量发展，该局针对三亚海上
游乐项目管理、落笔洞遗址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将开展立
法调研工作，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
贸港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据了解，针对目前三亚备受追捧

的海上游乐项目，市旅文局将开展
全行业摸底调研，厘清三亚海上旅
游发展现状，分析供需特征。同时
前往海上游乐产业发展成熟的目的
地城市，交流发展经验，以进一步加
强法律法规建设，促进三亚海上游
乐行业规范化管理。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落
笔洞三亚古人类遗址是海南岛范围

内发现的年代最早、最重要的一处
最南端史前人类文化遗址，也是研
究海南新石器文化来源的重要历史
遗址。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落笔洞遗址现有管理保护工作
存在的不足及障碍，将邀请专家学
者及立法工作人员就现存问题及立
法重点进行探讨，拟定《三亚落笔洞
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草案）上报市

政府审议，为加强落笔洞遗址保护、
传承和开发利用提供法律依据。

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非遗热潮，
市旅文局也将在充分调研三亚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布、特点等基
础上，借鉴省内外非遗保护、保存、
传承、传播的成功经验，建立三亚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库，拟定《三亚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更

加有效地推进非遗的传承保护。
为更好落实三亚全面依法治市

工作向纵深发展，促进旅游法治建
设转换为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下一步，市旅文
局将坚持立法先行，主动适应旅游
行业的改革需要，以市民游客的需
求为导向推进立法，着力提高立法
工作的质效。

加强依法治旅 助力旅文体行业高质量发展

三亚将同步启动三项涉旅文体行业立法工作

全省政务服务工作会议召开

三亚市政务中心
及6名个人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日前，2021 年

度全省政务服务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对 2019 年 -2020 年 度 政 务 服 务 先
进单位和政务服务优秀工作者进行表
彰 。 其 中 ，三 亚 市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荣 获

“海南省 2019-2020 年度政务服务先进
单 位 ”；三 亚 市 政 务 中 心 党 组 书 记、主
任 林 艺 平 ，督 查 科 科 长 马 国 平 以 及 来
自 海 棠 区 、吉 阳 区 、天 涯 区 的李峻昭、
张国雄、黎海燕、康中雪等同志荣获“海
南省 2019-2020 年度政务服务优秀工作
者”。

近年来，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政务中心的精
心指导下，紧紧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部署，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
点，扎实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多举措提升
政务服务效能，为三亚创一流营商环境作
出积极贡献。

“请大家保持一米距离。”
“我们有提供免费温开水。”春分
时节，三亚的午后已有些闷热，
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新冠疫苗
接种点，不时传来工作人员的温
馨提醒。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计免科
负责人孟云琴今年 45 岁，是一
名有着 26 年工作经验、16 年党
龄的副主任护师，本职工作是负
责医院宫颈癌疫苗和儿童二类
疫苗的接种工作，自从三亚逐批
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后，她自觉践
行医者使命，扛起身上“加重”的
担子。

“我们是两班倒，人多时要
延长至晚上 11 点，一个人要连
续工作近 8小时。”孟云琴说，每
天从 8 时至 22 时持续开展接种
工作，周六、周日也照常上班。
对于孟云琴来说，两班制只是个
形式，最近疫苗接种的工作量较

大，每天她都值守在岗十几个小
时。

每天早上 7 时许，孟云琴就
赶到了医院。在其他人到来前，
她已在接种点里里外外查看了
一番，做好场地消毒，打开仪器
设备，查看网络通畅和电路的正
常运行……然而，家住在解放路
的她，骑着电动车赶到医院要花
费 40分钟左右，为了提前到岗，
她的起床闹铃每天 5 时 50 分就
会响起。

8 时 左 右 ，疫 苗 接 种 开 始
了。前来接种的人员陆续进入
医院，医护人员正引导大家预检
分诊，登记、录入、接种、留观，
孟云琴来回跑动，整体监控接种
点的情况，保证各环节有序安全
进行。不一会儿，接种人群就排
起了长队。人手不够时，孟云琴
就加入对接种者指引、答疑的队
伍。

每日在岗十几小时 难得吃上一口热饭
——三亚新冠疫苗接种医务人员的一天

本报记者 卢智子 实习生 张依纯

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Sy

疫苗接种不停歇，坚守岗位不打烊。近期，三亚正有序推进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工作，积极动员部署，力争做到应接
尽接，以进一步在各人群中构建起免疫屏障，阻断新冠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

为做好接种工作，医务人员启动了“快进键”，他们放弃了休息时间，日夜坚守在岗。3 月 20 日，记者走近这群最可
爱的人，跟随新冠疫苗接种医务人员的匆忙脚步，记录三亚向“疫”而战的暖心片段。

▲孟云琴为前来接种的市民进行登记。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3 月 20 日，孟云琴在接种队伍中巡视，提醒前来接种的市民戴好口罩，
保持安全间距。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营商环境不单是‘营商’这么
简单，它更关乎服务市场主体和群
众的每个环节、每个链条。”海南希
源生态农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肖诗希
说：“未来的现代化农业，是一、二、
三产业贯通融合的产业。营商环境
建设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

从果蔬配送业务到“农改超”、
企业产供一条龙、线上线下结合，再
到达成永久性自产自销目标，肖诗
希在农业领域摸爬滚打已有 20年，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2008 年 7 月，

肖诗希第一次来海南探亲旅游时，
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着热带风光的岛
屿。凭借多年的农产品销售经验和
已有的市场渠道，结合海南优越的
农业宜植地理和自然条件，到三亚
的第三天，他就花费 165 万元，果断
买下了当地农民 1 万多株的芒果
树，开始布局“天然反季节”农作物
基地。这位闽籍企业家说：“我不仅
要自己在海南经营热带水果，还要
把海南岛的热带水果销往全国各
地。”

在肖诗希看来，三亚发展农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三亚不少
家庭是三代人都从事芒果产业，形
成了规模、积累了资源。”肖诗希
说，除了资源整合便利，这里的光、
热、水等条件优越，植期长，四季可
进行农业种植，宜植的作物品种广
泛多样，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
内少有的无工业污染地区，为高品
质的农业提供了条件。

“农业发展关乎民生，乡村振兴
要靠农业，这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

一大举措。以前的产品重价格，现
在重品牌，所以我们要将产品“梳妆
打扮”再拿出去卖。”肖诗希认为，
优化营商环境要靠后天努力，更要
注重品牌和服务。2012 年，肖诗希
注册成立海南希源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2015 年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
于 2017 年 正 式 在 新 三 板 挂 牌 上
市。在树立品牌的同时，希源农业
也在为乡村振兴贡献企业力量。在
天涯区台楼村，希源农业带动村民
采用“532”模式（政府出苗 50%、企

业出苗 30%、农民自筹 20%）发展庭
院经济。同时提供技术支持，打造
品牌，采用保底不封顶的方式回收
产品。这一模式得到了三亚市有关
部门认同。

“近年来，三亚政务部门办事效
率不断提高，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
新举措，让人感触较深。”肖诗希表
示，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也不是单靠某一部门就可以
完成的，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
你我各司其职、各尽其力。

“家人非常体谅、支持我，我
才更有劲头了。”聊到11岁的儿子
时，孟云琴难掩叹息，怨自己没有
多些时间陪伴正在成长的儿子，
但又马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么
多人在我们的服务保障下获得良
好的接种体验，就觉得自己的工

作很有意义。”每当和儿子解释
后，儿子也更理解妈妈了。

“一般我们都无法准时下班，
平均每天有七八百人前来接种，
接种后还有30分钟的留观。”孟云
琴说，等最后一批接种人员离开，
整理工作日志和统计数据等工作

做完，每天回到家基本上已是零
点了。

在三亚各新冠疫苗接种点，有
许许多多和孟云琴一样的医务工
作者，他们坚守岗位，服务民众，
尽心尽力守护生命，为三亚疫情
防控工作默默奉献。

午后，看到上午的接种者陆
续离开了留观区，孟云琴才赶去
食堂吃饭，而这顿也是这几日来
难得吃上的一口热腾腾的午饭。

“大家不能离开岗位，没时间赶去
食堂吃口热饭，常常吃点儿面包
和罐装八宝粥就扛过去了。”

中午，孟云琴也很少回家休
息。14时 30分，刚刚结束院内会
议的孟云琴来不及休整，又继续
投身到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

“您放心，您的身体状况是合
适接种的，您看我早就打了，一直
都很安全。”因新冠疫苗是新苗，
部分群众对于自己能否接种以及
接种后的反应有很多疑惑，孟云
琴都会耐心、平和地为大家解答，
打消他们的忧虑，对于有明显禁
忌的，又要详细地解释劝退。虽
然早已口干舌燥，但为了减少上
卫生间的次数，她和同事们都很
少喝水。

“之前有个聋哑青年独自来
接种，经过耐心‘写字’沟通，了
解到其家人联系方式，仔细咨询
了青年的身体健康状况后，我们
专门陪同接种、观察，确认无恙后
才放心送他离开。”孟云琴说，为
了让前来接种的民众放松、放心、
方便，医院安排了近 20 名医护人
员和多名志愿者、工作人员配合做
好接种工作，还特别针对残疾、特
需人员开通绿色通道和专业陪同。

从8时至22时持续接种

无法准时下班，回到家已是零点

少喝水，减少上卫生间的次数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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