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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民族团结进步

本报讯（记 者 吴 合 庆）4 月 6
日，记者从市民族事务局获悉，
2021 年三亚市庆祝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将于4
月 12 日至 15 日（农历三月初一至
三月初四）在三亚以“线上+线下”
的方式举行。“民族团结进步”知识
问答、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传
统体育竞赛、黎族苗族儿童服饰走
秀等活动将陆续举行，充分展示三
亚世界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民族
风情和全域旅游风采。

据悉，本次节庆活动主题是“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主会场设置在
天涯区天涯海角景区和吉阳区博后
村委会，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
委会将设分会场。

本次节庆活动中，开幕式暨主
题文艺晚会将于 4 月 12 日（农 历
三月初一）晚 20 时在天涯海角景
区举行。“民族团结进步”传统体
育竞赛、黎族苗族民歌对唱展演、

黎族苗族儿童服饰走秀以及黎锦
苗绣技艺竞赛等活动将于 4 月 13
日 9 时至 18 时在天涯海角景区举
行。

值得关注的是，观赏性、趣味性
等为一体的“民族团结进步”传统
体育竞赛，将进行射弩、顶棍、押
加、攀爬椰子树等少数民族传统竞
技体育活动和攀藤摘花、挑担过独
木桥、背媳妇、赶猪赛跑等少数民
族传统趣味体育活动。

此外，为期两天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将于4月12日-13日在天涯
海角景区举行，将邀请国家级“非
遗”项目《黎族打柴舞》、省级“非
遗”项目《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苗族盘皇
舞》、市级“非遗”项目《黎族钻木取
火》《黎族钱玲双刀棍棒舞》《苗族
召龙舞》《黎族藤（竹）编技艺》《崖
州扁豆酱》《苗族三色饭》《三亚糯
米酒》等项目传承人进行现场展示
展演、互动体验。少数民族文艺汇
演暨闭幕式将于 4 月 15 日在三亚

逸夫中学举行，届时为市民游客呈
现一场歌曲、舞蹈、乐器演奏等交
相荟萃，洋溢黎族苗族风情的文艺
演出。

据悉，此次节庆活动旨在深入
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创新
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展示
三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引导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
贡献。

三亚庆祝“三月三”活动4月12日至15日举行
主会场设在天涯海角景区和博后村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有专家过来培
训，赶紧过来听一下，才知道怎么更好地管
理槟榔。”近日一早，育才生态区龙密村委会
就热闹了起来。会议室里，约 30 位来自龙
密村委会及其村民小组的村民共聚一堂，参
加由三亚市热作中心联合市畜牧局举办的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热作间种套养槟榔黄化
病防治培训，充电补课，强脑强心，为产业发
展鼓起钱袋，汲取“力量”。

三亚市热作中心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积极开展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这几年，
受黄化病影响，槟榔产量低，村民的收入受
到影响。如何在一片土地上收获更多的“黄
金果”，成为村民共同的心愿。在培训中，市
热作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文忠，通过多媒
体放出的图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热作
林下间种套养技术和槟榔黄化病防治技术，
为村民进一步发展热作林下间种套养生产，
减少槟榔黄化，促进广大农民发展林下经济
和庭院经济，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增产
增收，绿化美化农村，促进乡村振兴，带来满

满的“干货”。
如何在林下养鸡，打造种养结合，激活

经济“动脉”？在培训中，市畜牧局高级畜牧
兽医师张丽讲授林下养鸡技术要点和管理
措施，为村民实现多项增收铺起了新路子。
此外，还向村民发放了技术资料160份。

“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落伍了，需要学
习新的知识，才能让槟榔、芒果有更好的收
益。”这边，专家激情满满授课，那边，村民受
益匪浅。不少村民表示，正是因为有专家走
进村里，将科学技术带到他们的身边，解决
了他们发展产业遇到的难题。“希望有更多
这样的培训。”村民黎德和说。

送技术下村能促进广大建档立卡户增
产增收，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提升不返贫
和增收致富的重要方法，广大农民对实用的
农业生产技术需求迫切。 这几年，三亚市
热作中心技术人员忙得不亦乐乎，更是为提
高农民种植技术操碎了心，将“种植法宝”送
到抱安村、扎南村等偏远山区，为农民增产
增收助力。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为确保严格按照程

序做好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各阶段工

作，近日，海棠区举办第九届村（居）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工作培训讲座。

此次培训再次明确海棠区第九届村（居）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

求，并安排部署换届选举时间、步骤和具体流

程。同时，对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中候选人提名工作、正式选举工作的具体政

策进行详细讲解，指出与前几届不同注意事

项和容易疏忽的细节，并对提名候选人的选

票“下加”和候选人资格问题做细致培训和重

点讲解。

会议强调，本次村（居）委会换届，是加强

城乡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性工

作，是群众高度关注的一项政治工作，是城乡

基层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意义重大、事关全

局、影响深远。参会同志要切实增强村（居）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提

名候选人工作，要坚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换

届工作规定程序，用心用情，做实做细每项工

作，维护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同时，要做好

记录存档备查工作，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风险

的能力。

海棠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各村指导组副

组长、村（居）书记、选委会主任及 23 个村

（居）换届工作联络员约 50 余人参加培训。

4 月 6 日，新风街上，城管队员对乱停乱
放的电动车进行整治，将不按路边划定位置
停放的电动车运走，恢复城市交通秩序。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专家送“课”进乡村

“田专家”“土秀才”共探槟榔黄化病防治
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今天我在

“家门口”就能得到医生的诊断，感谢党
和政府的惠民举措！”近日上午，家住在
天涯区红塘村的村民董义强在获得免费
诊疗服务和康复指导后高兴地对记者
说。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基层群众的健康
水平，逐步完善“保健在家庭，小病不出
村”的医疗服务模式，天涯区马岭大社区
组织志愿者，联合各医院医疗人员分别
在红塘村、马岭社区等村（社区）开展主
题为“送卫生健康”的“中医药服务百姓
健康推进行动”“中医适宜技术进家庭”
免费义诊活动。

活动提供了测血压、血糖和中医把
脉、中药贴敷、针灸、推拿按摩、拔罐、红
光、中频等诊疗。义诊活动真正做到便
民惠民、热情服务、增强群众的卫生保健
意识，对中医药防病治病的普及和改善
群众身体健康状况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者在红塘村看到，在该村委会便民

服务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服务团队和
志愿者们创建了一个临时诊疗室，为村
民们提供以中医适宜技术为主的诊疗服
务和康复指导。“年纪大了，这把老骨头
不用打针、吃药，光是按摩就能轻轻松松
缓解肌肉酸痛，非常方便，很开心！”一位
老者在获得专家的按摩、拔罐服务后开
心地说道。

“我们的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全心
全意为村民送去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的
健康服务。”天涯区马岭大社区书记芶荣
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旨在让广大基层群
众切实享受到健康服务，让群众对一些
常见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树立“有病早治、无病要防”的健康
理念。下一步，还要持续开展“送卫生健
康”活动，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生活的
幸福感。

广大群众和外来游客对义诊活动表示
好评，并主动询问下次义诊服务的时间。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 通 讯 员 周 莹）近

日，三亚中院第二党支部到青法村指导村“两
委”换届工作，引导该村发挥综合治理先进经
验，团结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三亚两级法院在海南高院的指导下，积极
配合当地党委、政府，通过大力实施强化基层
党组织建设、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协调解决长
效机制、开展精准普法等措施，推动青法村成
功实现了“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变，培育出

“三亚青法村综治经验”。在强化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过程中，三亚中院第二党支部与青法村
党支部结成了共建友好党支部，帮助青法村物
色、培养、选任一批能干事、敢担事、作风正
派、服务群众热情高的党员干部，强化了党组
织力量。此次村“两委”换届选举，三亚中院
第二党支部时刻将青法村的和谐稳定、换届前
期准备等工作放在心上，在青法村完成村党组
织班子换届选举，继续推进村委会班子选举之
际，三亚中院第二党支部深入青法村，与该村
新选举上任的党组织展开座谈，了解下一步村
委会班子选举工作准备情况，掌握新上任成员
的基本情况、思想动态等。

三亚中院第二党支部对青法村推进“两
委”换届工作的进展及成员思想情况等表示充
分肯定，希望青法村党组织团结带领党员干
部、全村群众，按照青法村社会综合治理的经
验，继续整章建制、和谐共处、创业致富，不仅
把一个“乱”村变成“治”村，更要变成一个群
众满意、党委放心、和谐稳定、一心致富的小
康村。

三亚中院到青法村
指导村“两委”换届工作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Sy

海棠区举办村（居）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工作培训讲座

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
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

天涯区马岭大社区送卫生健康

村民在“家门口”享中医服务 整治乱停乱放
净化交通环境

三亚边检站执勤一队的民警保障火车站离岛管控勤务。本报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宋歌 摄

疫情期间，该队党支部始终坚持
把党组织效能发挥到一线，第一时
间制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倡议书，
开展“疫情防控我在岗”，组建党员
突击队。民警纷纷写下请战书，突
击队成员中“90后”党员占80%，“我
去平台人证对照”“我来查验护照”
队员们争先请战，党员民警带头坚
守工作岗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戴
党徽、亮身份、作表率，实现“哪里有
需要，党员民警就出现在哪里”的服
务承诺。民警王主玉说，积极助力
游艇企业、港澳流动渔船复工复产，
督促船方加强防疫意识和防疫能力
的同时，参加共青团海南省委“学雷
锋月”志愿活动，他在全队提出倡
议，号召青年民警开展一线志愿服
务，利用周末等休息时间在半山半
岛执勤点协助工作人员做好海南健
康码使用指引、体温测量、日常消毒
等工作，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为疫情
防控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整装再出发，扬帆再起航；逐梦自
贸港，奋楫正当时！三亚边检站执勤
一队将始终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
维护国门边境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目标任务，传承南疆国门卫士精
神，用青春演绎荣光，用奋斗奏响壮美
凯歌，全力打造展示中国风范、中国形
象的“国门名片”，以优异的成绩向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一次邮轮勤务中，台外检查员
发现一名老人脸色苍白、身体颤抖，
经了解，该老人因现场旅客人员密
集，空气流通不畅，加上排队过程中
体力不支，导致身体不适。本着以
人为本的原则，台外检查员立马将
其安排至前台进行优先通关，并对
其他旅客做好解释工作。老人及家
人在通关的时候不停地对我们表示
感谢，老人说：‘要不是你们工作细
心、灵活，我可能就晕倒在那里了，
谢谢你们，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
赞！’说完，老人竖起了大拇指。我
微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您的肯定，手续办好了，请收好您的
证件！’”该队民警庄江燕表示，像这
样温暖的小故事还有很多，但每次
得到旅客肯定时，心里还是满满的
感动。

该队还在微信上搭建“网上便民
服务平台”，筹划推进边检行政许可
网上办理、邮轮船票制度、59国免签
配套政策落地等措施落实，通过“微
网站、微内刊、微活动、微服务”等拓
展功能，实现手续办理网络化、证件
制作电子化、一线执勤便捷化，实现
了流动办公、快速通关、便民服务、
移动监管等业务功能，满足了“让群
众少走路，让数据多跑腿”的目标，
拓宽边检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一次执勤时，一名外籍旅客在
出境大厅发现他的证件不见了，急
得直冒汗，台外检查员便上前询问，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帮忙一起找。
然后我们就把这位旅客请到了勤务
值班室，我就给他倒了一杯水，安抚
一下他的情绪。他当时没有过多地
表示感谢，可能也是因为证件丢了
挺着急的。最后很遗憾，证件没找
到，他就很沮丧地离开了。但因为
他经常出入中国，所以没过多久，我
执勤的那天又看到他了，他此时已
补办好证件，看到我也跟我打招呼，
我也跟他回应。就这么一来二去
的，便熟悉了。然后有一次节日期
间，我在执勤时他便送了我一束鲜
花。就是这么一个小事情，真的让
我很感动，这就是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现在回想起来，仿佛还能闻到那
束花香。”该队民警宋倩如回忆时，
脸上还洋溢着自豪与喜悦。

该队始终坚持“旅客验放数量
高、评价率高、满意度高，无差错、无
事故、无案件、无有效投诉”的“三高
四无”工作标准，推行“4S”标准化服
务（待客“微笑”Smile、通关“安全”
Safety、办检“快速”Speed、服务“主
动”Spontaneous），实现了“船舶到港
零等待、手续办理零等候、执勤服务
零距离、旅客通关零干扰”。

“我清楚地记得，2020年 1月 20日
下午，一名乘坐‘世界梦号’邮轮的广
东籍旅客突发疾病，急需救治。接到
勤务值班室指令后，本着‘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的人性化原则，马上启动紧
急救助预案，带领民警第一时间赶赴
三亚救助站码头，快速为病人及其陪
护人员办理入境手续，为抢救病人赢
得了宝贵时间。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
勤务，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力所能及
的通关服务，就是我们边检民警的职
责所在。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我突然
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寒暄几句之后，
才明白，原来是 1 月 20 日我们救助旅
客的家属特意打电话过来表示感谢。
瞬间，一种边检民警的职业自豪感油
然而生。”该队副队长李卫星说道。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推进，
来琼免签国家扩增至 59个，进出三亚
的国际旅客倍增。该队始终秉承“向
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的工作
思路，开通“生命、绿色、便利”三条通
道，对入出境的大型邮轮、境外游艇、
鱼苗船及海上工程船等推行“大型豪
华邮轮快速通关法”和“随船办检”勤
务模式，即派遣边检业务骨干赴邮轮
抵达三亚前的上一站港口登轮，在邮
轮开往三亚途中进行集中办理出入境
边防检查手续，确保旅客入境通关“零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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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上午，中共海南省委在省人大会堂隆重召开第
四届海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暨记一等功公务员
（集体）表彰大会，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三亚边检站执勤
一队荣获第四届海南省记一等功公务员集体。3 月 31 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在三亚接见了载誉归来的受表彰代
表并进行座谈交流。

“这既是崇高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这块奖牌凝聚
着全队民警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将
砥砺奋进铸辉煌，继往开来再出发！”三亚边检站执勤一队队
长薛风雷在领奖台捧着奖牌激动不已。

三亚边检站执勤一队是全国移民管理系统最南端的青年
集体，现有民警 29 人，其中青年民警占比超过 60%，主要担负
着三亚海港口岸船舶入出境旅客边防检查任务。因成绩突
出，先后被公安部评为“提高边检服务水平成绩突出单位”，
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全国巾帼文明
岗”，被海南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集体”，被三亚市政府海防
与口岸办公室授予“国门模范执勤单位”，多次被海口边检总
站评为“先进党支部”“基层建设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
1 次。快速、高效、亲切、安全的边检通关“三亚模式”，获得了
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及高度赞誉。

整装再出发 扬帆再起航

三亚“国门名片”尽展中国风范
——记三亚边检站执勤一队先进事迹

本报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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