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5 日，在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海口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三亚边检站通过多种宣传形式，
向船舶代理人、出入境船员、涉外工作人员广泛宣传
国家安全法、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推动形成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
风气，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宋歌 摄

三亚边检开展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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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三亚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为 100%，达到历史最
好水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杨
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亚严格
落实“六大专项整治”和“六个严禁
两个推进”相关要求，从而使得环
境空气质量较往年有显著改善。

■禁放：
堵塞非法渠道
打击违法行为

去年起，三亚连续出台《三亚
市春节、元宵节期间环境空气质
量管控方案》《三亚市禁放烟花爆
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通过
加强宣传动员，切实堵塞非法渠
道，依法打击违法行为。

“春节、元宵节期间，三亚空气
质量容易受到烟花爆竹燃放、城
市 扬 尘、餐 饮 油 烟 等 污 染 源 影
响。”杨欣说，市生态环境局出台
空气质量管控方案，督促各部门
落实相关管控工作和主体责任。
同时做好重点时段环境空气质量
发布及预警，开展保护环境空气
质量宣传，积极参与烟花爆竹巡
查劝阻，确保春节、元宵节期间全
市环境空气质量保持优良。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管理
科科长杨平锋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元宵节期间，市生态环境局组

织工作人员在重点时间段对禁放

区域进行巡查，通过路巡和车巡

相结合的方式，在禁放区内开展

全面巡查，对违规行为进行劝阻

和正面宣传引导。

■禁烧：
减少大气污染
改善空气质量

“要求各区建设监控系统，实
现监控系统重点区域覆盖。”杨平
锋说，三亚对《三亚市秸秆垃圾禁
烧工作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目前
海棠区、天涯区已完成 10 套系统
项目建设，以加强对辖区重点交
通干线秸秆垃圾焚烧行为的监督
管理。

自秸秆垃圾禁烧工作开展以
来，海棠区将治标与治本、保护与
利用相结合，采取多种措施严禁秸
秆垃圾焚烧，积极引导农民开展秸

秆综合利用，禁烧工作取得成效，

减少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

“建立秸秆垃圾禁烧工作网络

责任体系、实行网格化管理，建立

秸秆、垃圾焚烧巡查和举报制度，

以村（居）委会为单元建立网格，

对禁烧工作进行网格化管理。”市

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工作人员

说。

■管控：
联合开展监管
治理臭氧污染

2020 年，三亚出台实施《关于
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
机械区域的通告》，非道路移动机
械指用于非道路上，装配有发动
机为动力的移动机械、可运输工
业设备及不以道路客运或货运为
目的的车辆，主要集中在施工工
地、工厂、旅游景区、机场码头等
区域。“非道路机械其实是移动源
污染大户，据了解，一台柴油非道
路移动机械的污染物排放量相当
于 50-80 辆中等轿车的污染物排
放量，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可
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严重。”杨欣指出，这些物质在高
温、强光照射条件下发生光化学
反应，形成臭氧。近几年三亚大

气污染天气首要的污染物就是臭

氧，因此加强对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管控就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紧迫

的一项工作。

杨欣表示，市生态环境局严格
落实《通告》要求，联合各主管部
门对高排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使
用情况开展监管，定期组织各部
门对施工工地、厂区、景区进行检
查，对违反规定使用高排放及排
放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将移交综合执法主管部门依法予
以处罚。

■增绿：
开展造林绿化

全面推行林长制

“三亚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稳步推进国

家及省级森林城市建设，持续实

施废弃矿坑生态修复，大力开展

造林绿化和全民义务植树。”市林

业局生态修复科科长陈伟介绍，

十三五期间，三亚共完成造林绿

化 7818.2 亩 ，义 务 植 树 156.1 万

株，乡土树种选用率超过 80%，超

额完成省林业局下达的各项指标

任务。三亚拥有分布在我国最南

端和市中心的多个百年红树林群
落，现有铁炉港、青梅港、三亚河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3 个，总面积
10926.5 亩。2011 年以来，三亚累
计完成红树林保护区生态修复
1400多亩。

2020年 12月，三亚印发《关于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方案》，按
照《方案》的工作目标，2020年，在
全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并建立相关
制度。到 2025 年，进一步完善林
长制相关制度，构建权责明确、保
障有力、监管严格、运行高效的森
林资源保护发展机制。到 2035
年 ，全 市 保 持 林 地 保 有 量
129180.87 公 顷 、森 林 面 积
132811.32 公顷、森林覆盖率维持
在69％以上。

“在全市全面推行林长制，明
确建立市、区、村（社区）三级林长
制体系，实行党政主要负责人双
林长制，进一步深入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压实各级党
政领导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主体
责任，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
福祉。”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严格落实“六大专项整治”和“六个严禁两个推进”相关要求——

三亚空气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本报记者 黎良图

绿树成荫、绿水环绕的红树林生态公园。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三亚生态保护
系列报道之二

倾心服务博鳌亚洲论坛20年，展现三亚良好形象——

年会服务志愿者：世界了解三亚的一张名片
本报记者 胡拥军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迎来 20 周年。20 年来，三亚在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博鳌
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今起推出《喜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20 周年》栏目，从三亚贡献、三亚元素、三
亚魅力等方面，梳理和展现 20 年来三亚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展现三亚的担当，进一步激发
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激情，更好地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编
者
按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2021 年 4 月 15 日是第六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
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三亚市委国安办联
合多家单位在明珠广场开展了以“践行总体国家安
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营造庆祝建党 100 周年良好氛围”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当天活动现场采取设立咨询台、国家安全知识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和法治小礼品等形式开展，向
广大市民群众宣传讲解国家安全知识、法律法规等
……此外，三亚各区、各单位等也同期开展多种多样
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将国家安全全民教
育落到实处。对此，三亚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国家安
全意识和爱国热情，强化了人民群众履行维护国家
安全的义务和责任。

“我看了一下工作人员给我发放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知道了‘国家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保卫人民安全，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
件和安定工作生活环境，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
其他合法利益’等相关内容，增强了维护国家安全
的意识。”来自辽宁的赵先生说。

来自安徽的许女士表示，今天参加宣传活动，让
她进一步知晓了相关法律法规，学法知法守法是每
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市民吴先生说：“只有不断提高
个人防范意识，积极支持、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共同
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才能为保卫国家安全、维
护社会稳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市委政法委、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委保
密办、市委军民融合办、市卫健委、市司法局、市公安
局、市国家安全局、市法学会、天涯区委政法委等单
位参加当天的宣传活动。

三亚开展
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连日来，针对辖区第一
农贸市场海鲜加工店出现“拉客妹”的问题，天涯区
旅文局牵头组织第一市场海鲜协会，发挥行业自治
作用，由第一农贸市场海鲜协会成立督导队，向辖区
广大海鲜商户倡导文明经营、公平竞争，每日组织人
员针对“拉客妹”聚集点重点督导劝散，对屡教不改
的，搜集相关证据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整治行动中，天涯区旅文局联合市旅游警察支
队、市综合执法局天涯分局对第一农贸市场海鲜店
老板逐一进行约谈提醒，要求各商家要诚信经营、公
平竞争，对路边拉客揽客人员进行了口头警告。

第一农贸市场作为三亚知名的海鲜市场，因为
长期提供海鲜出售、加工“一条龙”服务，每年都吸引
大量游客甚至市民前往品尝。在旅游旺季，更是非
常火爆。近期，海鲜市场拉客行为有所“反弹”。记
者了解到，拉客人员一般能拿到净利润 30%—40%
的回扣，在利益面前，有的人总是屡教不改，铤而走
险。

“拉客人员的不文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三亚的旅游城市形象。”第一农贸市场一个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商家称，希望相关执法部门坚持“零容忍”
的态度，不定时、不定点巡查，严厉打击违规违法拉
客现象，从源头整治占道揽客行为，彻底杜绝非法

“拉客”现象，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消费和旅
游环境，树立好旅游城市的文明形象。

三亚多部门持续整治
市场周边拉客行为

三亚“4·15”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动现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您
的？”随着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
会的临近，只要人们走进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就能看见一群可爱
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志愿
者红马甲，穿梭在值机柜台和安
检通道之间，始终带着微笑，迎
接、热心帮助每一位过往旅客。

4月13日，两位特殊的听说障
碍旅客，因为交流不便焦急地在
候机楼踱步徘徊，机场志愿者王
学主动上前询问，利用随身携带
的纸和笔与其进行交流，在得知
旅客赶航班但不知如何办理乘机
手续后，王学将旅客引导到主任
柜台办理值机手续，并带领旅客
到问询柜台申请了特殊服务，旅
客感动地紧紧握住王学的手表示
感谢，直到旅客顺利过检，王学才
放心离开。

为全方位做好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期间的服务保障工作，自3月
份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就选派
30 余位志愿者参与现场保障，服

务范围包括分流引导、值机问询、

安检问询、现场帮扶等。此次保

障工作开始前，志愿者们都接受

了严格的培训，涉及服务礼仪、仪

容仪表、英语口语、候机楼内基本

概况简述、各项服务设备设施地

点、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

这几天，走在三亚大街小巷，

人们都能看到红艳艳的灯笼高高

挂起，广告牌焕然一新，一派喜庆

祥和的氛围，热情迎接博鳌亚洲

论坛2021年年会的到来。

“从博鳌亚洲论坛创办开始，

三亚志愿者就参与志愿服务工

作，20年来，一直为论坛的举办提
供志愿服务保障。”三亚市志愿者
协会负责人陈广聪介绍，多年来，
团市委组织大量的志愿者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动车站、博鳌亚洲
论坛会场内外及三亚市区各交通
路口引导交通秩序，迎接年会代
表，做好会务服务工作。“通过三
亚志愿者的优质服务，展示了三
亚青年志愿者的青春风采，也展
示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良好形

象，让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三亚。”
“作为一名服务博鳌亚洲论坛

的志愿者，我感到很荣幸和骄傲，
这是我人生经历中很精彩的一段
旅程。短短几天的年会，让我深
刻感受到什么是‘一滴水，可以反
映出太阳的光辉’，整个过程也让
自己学习到很多包括服务礼仪、
语言表达、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
法等专业培训，有付出、有收获，
有坚持，也有梦想！”参加过志愿

服务的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赵之煦说。

市旅文局局长陈震旻介绍，为
做好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的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市委、市政府
高 度 重 视 ，制 定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21 年年会专项保障方案，成立
了三亚市旅文局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从 3 月中
旬到目前为止，市旅文局组成的
检查组对全市旅游酒店进行了年

会服务质量保障工作检查,要求
各景区完善投诉处理机制，完善
景区内厕所管理制度。分片区对
旅游饭店、A级景区、旅行社在安
全生产、文明旅游引导、客房公共
卫生、餐饮食品卫生安全等方面
进行全面检查。

灿烂的微笑、专业的技能、良好
的素养是每一位志愿者专业的表
现，作为在海南省举办的重要国际
会议，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十分重视
志愿者服务活动，每次都是严格选
拔志愿者。今年经过酒店推荐、部
门内部选拔、岗前培训，李贺、黄林
娜代表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餐饮
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的志愿者服务工作。“能为博鳌亚洲
论坛做贡献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
情，同时此次的志愿服务活动，能够
磨炼自己的意志，增强自己做事的
专注力，也为自己平时的工作奠定
更加坚固的基础。”李贺说。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三亚
还从各大高校及合作单位招募了
共计200余名志愿者，加入礼仪接
待、贴身管家、国宾班等岗位，给
嘉宾带来“博鳌标准”的服务。

中国金钥匙总经理会员、三亚
亚龙湾五号度假别墅酒店赵梦雪
从选拔中脱颖而出，被分到此次
年会政要贴身管家组。年会开始
前，她与其他志愿者每天都要进
行8小时以上的封闭式培训，从站
姿、蹲姿到迎送客人都有极为严
格的标准。赵梦雪说：“志愿者是
世界了解三亚的一张名片，我要
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每一
位宾客。”

喜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20周年 ①

热情洋溢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志愿者。本报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李鹏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