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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历史自觉
保持战略定力
筑牢信仰之基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宣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在旅
游目的地租车出行游览，是不少
自由行游客的选择。作为旅游
城市，三亚汽车租赁市场活跃，
但由此产生的纠纷投诉也不少。

为了确保投诉问题快速高效
办理，市交通局在运管处设立集中
办公室，让全市涉及投诉热点的出
租汽车企业、公交企业与运管处联
合办公，确保第一时间协调处理好
投诉问题并及时反馈给热线平

台。同时，市交通局还定时分析投
诉数据，针对出租车、公交车和网
约车的投诉量进行分类，且由高到
低排名，对投诉量前三名的企业约
谈并进行行业通报。

市 12345 平台统计的数据显
示，2020 年，市交通局受理热线
平台工单总量为 10175 件，办结
10105 件，按时办结率 99.89%，
全 市 排 名 第 一 ；回 访 满 意 率
99.97%，全市排名第二。

市热线办数据显示:

市交通局按时办结率全市第一

本报讯（记者 黄珍）候选人
提名工作是确保村（居）委会换
届顺利完成的关键环节。连日
来，海棠区坚持高位统筹，统一
部署，严格程序，依法指导，严把
村（居）委会初步候选人提名工
作每个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工作
顺利进行。截至3月 31日，海棠
区7个村（居）民委员会已顺利召
开候选人提名大会，全区各村
（居）预定于 4 月 15 日前公布正
式候选人名单及简历。

在此次海棠区村（居）委会
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工作中，各
村（居）严格按照选举各项程序
组织选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
额提名新一届村（居）委会主任、
副主任和委员初步候选人，海棠
区各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全程监
督指导提名过程，确保提名依规
依法，公开公正，保障了广大选
民的民主权利。投票结束后，工
作人员现场唱票计票，对提名得
票情况进行公布。

海棠区村（居）委会换届
进入候选人提名阶段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Sy

本报讯（记者 黄珍）3 月 30
日上午，根据工作部署，市民政
局指导组到吉阳区调研指导村
（居）民委员会换届工作。

当日，指导组先后到吉阳区
鹿回头社区、抱坡村、南丁村、红
花村等村（社区）实地调研指导，
向选举委员会人员详细了解换
届工作情况，围绕候选人提名、
工作人员确定、选民证发放、选
票发放和统计、正式选举等环节
进行细致的指导，针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纠正。

指导组强调，全市村（社区）
已经进入候选人提名环节，换届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要
求严，要规范程序步骤，实现换
届工作程序闭环，严格人选标
准，对候选人严格按规定进行资
格联审；加大指导培训力度，对
各村（社区）选举工作人员进行
教学指导，确保依法依规开展换
届工作；要加强选举台账指导，
指导村（社区）将原始材料、花名
册、方案、选票、公示公告等及时
归档，确保将来有据可查。

市民政局调研指导村（居）委会换届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6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党史天天读党史天天读

1939 年 5 月初，新四军第一支队
六团，奉陈毅之命，从茅山出发，途中
与 江 南 人 民 抗 日 义 勇 军（简 称“ 江
抗”）合编，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
挥部，部队得到很大发展。部队在取
得黄土塘、浒墅关战斗胜利后继续东
进，其一部直逼上海近郊。

7 月 23 日，日伪军数百人前来“扫
荡”，遭到“江抗”伏击，这股敌人被打
得溃不成军，掉头向上海方向逃窜。

“江抗”第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带五
连、六连和两个机枪排，一路追击敌
人，廖政国率领侦察班冲在最前面。
当晚，在上海中共党组织派来做部队
向导的地下党员带领下，廖政国等人
一气连续追击 60 余里，直追到了一个

“样子很奇怪的地方”方才停下。廖政
国见前面围墙和铁丝网密布，中间有
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四周坐落着不少

“没见过的洋房”，便问向导这里是什
么地方。

听 向 导 回 答 说 这 里 就 是 虹 桥 机
场，廖政国的眼睛顿时一亮。他早就
听说，虹桥机场被日军占领后，成为华
东日军高级将领、各路政要从日本飞
抵中国的“第一站”。既然误打误撞杀
到了虹桥机场，廖政国当即决定集结
部队进攻，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趁着夜色，廖政国率部悄悄地向
虹桥机场包抄过去。敌人丝毫没有察
觉到这支新四军部队的存在。几个战
士轻而易举地就破坏了铁丝网，两个
连队摸到了一排房子前，挨个儿把正
在熟睡的伪警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
收缴了武器，集中关进了一间房子。

廖政国带一帮战士向机场停机坪
摸去，他发现，有 4 架日军飞机一字排
开停在那里。直到此时，日军才发现
了这支新四军部队，虹桥机场上空顿
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机场四周岗
楼上的探照灯纷纷打开，敌人的机枪
也开始扫射。战士们没见过飞机，于
是一面还击，一面问廖政国“怎么开
走”。廖政国立即告诉战士们：“用火
烧！”随即命令战士们揭开飞机旁的油
桶盖子，把汽油往机身上浇，然后点起

火把扔了上去。四架敌机顿时被大火
吞没。战士们唯恐大火无法烧毁这些

“铁飞家伙”，撤退时，还把随身携带
的所有手榴弹都投向了飞机。虹桥飞
机场上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而
起 ，眼 看 着 四 架 飞 机 被 大 火 烧 成 灰
烬。守在岗楼里的日军，不知机场内
究竟有多少新四军，吓得不敢出来，只
是向外乱放枪。

驻上海日军司令部得到报告后惊
恐万状，一面调兵增援虹桥机场，一面
命令其他地区停放的作战飞机连夜起
飞，“躲避袭击”。可增援日军赶到
时，一个新四军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第二天，上海租界出版的重要报
纸上，均用特大字体刊载了《新四军万
余人夜袭虹桥机场》的消息。

（据《人民政协报》）

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
海南省教育厅印发《海南省2021
年学校安全工作要点》（以下简称

《工作要点》），明确到 2021年底
前中小学与幼儿园专职保安配备
100%；中小学、城市城镇幼儿园封
闭化管理100%；中小学与幼儿园
一键报警、视频监控配备100%。

省教育厅指出，各地各校要健
全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机构，完
善党政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安全
工作责任分工，配齐配好各部门安
全管理负责人，细化落实好安全监

管职责。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建立
本校的《学校岗位安全职责和工作
任务清单》，将责任层层压实、落
实到岗到人。

记者还了解到，根据《工作要
点》，我省将出台省级中小学生
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基地认定运
营管理办法，指导儋州、三亚等
两个市县基地全面开展本地和
周边中小学生的安全应急培训，
实现五指山、万宁两个市县基地
今年试运营，督促海口基地加快
建设，争取年底前完工。

2021年底前

全省中小学与幼儿园将实现三个100%

本报讯（记 者 符 吉 茂）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第二批蹲点式采访暨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发表三周
年集中采访活动走进三亚，20 多名
来自中央和省级媒体的记者深入考
察，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海南自贸港
政策之下，三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绩单”。
媒体记者们表示，将利用好各自的
媒体平台，宣传好三亚高质量发展
成绩，讲述好海南自贸港故事。

3 月 31 日上午 10 时许，三亚国
际免税城内人潮涌动，媒体采访团
在三亚国际免税城相关负责人的带
领下，感受免税城内火爆的购物场
景，详细了解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
落地情况。

“站在高处俯瞰游艇出海，乘风
破浪犹如万箭齐发，三亚的游艇旅
游业果然名不虚传。”在三亚中央商
务区采访时，多家媒体记者发出感
慨。

“三亚中央商务区作为 11 个自
贸港重点建设园区之一，是全省目
前唯一冠以‘商务’命名的园区。”三
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副局长陈默向
媒体记者介绍，2020 年，园区实现税
收 14.51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2
亿元，为年度投资计划的 120.6%；利
用外资 2.73 亿美元，占三亚市利用外
资总额的 88%；新增注册各类企业
689 家。目前，园区正逐步形成以总
部经济、金融服务、现代商贸、邮轮游
艇 4 大产业为主导，以文化服务、专

业休闲 2 大产业为支撑的产业集聚
态势，有效推动三亚产业提质增效，
促进城市转型升级。

在崖州湾科技城，媒体采访团调
研海南自贸港在推动深海科技、南
繁科技产业等方面进展情况，走访
了招商三亚深海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南繁科技城有限公司等项目。

考察结束后，媒体记者纷纷表达
调研考察的感受。央视新闻中心记
者李娟表示，这次考察体验，让她感
受到海南的旅游氛围，贸易的便利
度有很大的提升，这是海南自贸港
政策实施后见实效的地方，我们将
通过央视平台呈现海南自贸港的发
展“成绩单”。 经济日报社记者潘

世鹏表示，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对于自贸港的消费拉动和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的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促
进作用。他相信，未来海南自贸港
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他将利用经济
日报社媒体平台，宣传好三亚高质
量发展成绩，讲述好海南自贸港故
事。

媒体记者在崖州湾科技城采访。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央媒省媒走进三亚采访

记录自贸港发展 讲好自贸港故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