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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三亚传媒
融媒体记者 袁燕 李旭花 姜玥 李宁）
7月 6日，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ITF 全
球旅行者大会暨 2021 年中国（海南）
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论坛在三亚举
行。海南省旅文厅负责人、国内文旅
部门代表以及大型文旅集团、中国旅
游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
绕“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高质量发展”
这一主题展开分享和交流，共话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发展空间及机
遇。

这是一场集合了旅游发展论坛、
生活节、音乐节于一体的全球旅行者

的盛会。大会主题论坛就“新格局下
海南‘一中心、三天堂、一高地’建设”
进行深度剖析，深度讨论“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意义与方向，共议
海南旅游品牌年轻化的体育旅游发展
方向。

在全球自贸港旅游城市高端对话
环节中围绕“新消费浪潮下的全球自
贸港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这一话题，为
现场嘉宾分享了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
经验，并对新浪潮下的旅游消费展开
探讨。

在“体验经济与海南自贸港旅游
品牌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两场主

题论坛中，围绕“Z世代如何创新引领
国际旅游消费新格局”“高品质旅游服
务推动旅游消费和城市品牌升级”等
议题，涉旅行业嘉宾们在观点碰撞中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也大大拓展了本
次论坛的国际化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自贸港旅游
发展倡议书》也于当天发布，呼吁建立
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的沟通平台，探
索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的合作模式，
鼓励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的消费创
新，推进全球自贸港发展的机构建设，
以期海南自贸港建设能够为全球自贸
港经济发展和模式创新提供独特的中
国经验。

目前，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下，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步伐加快。三亚正积极
拓展旅游新热点、培育消费新供给、
丰富文旅新业态、提升旅游新环境。
ITF 全球旅行者大会 2021 年中国（海
南）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论坛落地三
亚，就是进一步挖掘文旅发展机遇、
拉动旅游消费的有益尝试。三亚市
旅游推广局负责人表示，本次论坛将
助力三亚向年轻化、国际化、潮流化
的城市品牌方向发展，并将进一步赋
能海南市场，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

ITF全球旅行者大会暨2021年中国（海南）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论坛三亚举行

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高质量发展
《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倡议书》同期发布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三亚不断
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全力保障重点
群体就业。7月 6日，记者从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三亚上半
年稳住就业“基本盘”，1 至 6 月，全
市城镇新增就业34280人，完成全年
计划的 171.4%；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3823 人 ，完 成 全 年 计 划 的
76.46%。下岗失业人员通过各类渠
道实现再就业 1639 人，完成全年计
划的81.95%。

今年上半年，三亚积极办好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和求职
者提供双向对接平台。1至 6月，市

区两级共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百
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等 36 场
次招聘活动，有 1576 家次企业进场
招聘，提供、发布招聘岗位 3.9 万个
（次），有省内外求职者约 2437 人次
进场求职洽谈。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三
亚深化就业服务改革，推进“一窗通
办”工作，通过整合优化服务窗口，
对各项业务流程进行简化，提高公
共就业服务质量。

同 时 ，开 展“ 互 联 网 + 就 业 服
务”，为求职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就业
服务。

同时，实施援企稳岗、加大重点
人员帮扶、落实失业保险待遇……今
年以来，三亚不断“强体系、保主
体”，打出政策“组合拳”，出台一项
项保市场主体的政策，暖了企业经
营者的心。

今年上半年，三亚继续支持中小
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
困难，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
小企业，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
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
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
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
中小企业，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全省

上年度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
工人数确定。据统计，1 至 6 月，全
市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383.68 万元，
涉及企业76家，涉及职工4139人。

在重点人员帮扶上，三亚做好落
实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
业奖补等就业扶持政策，帮扶就业
困难人员就业。通过做好就业见习
工作、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加
大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及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等工作，增加就业岗位。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就业
见习基地 12 家，新增就业见习岗位
4986个。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4280人，完成全年计划的171.4%

三亚半年超额完成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计划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7 月 6
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周
廉芬率市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赴崖
州区走访慰问7名困难老党员和困
难群众，以及 1 名市政协机关“光
荣在党 50年”党员代表，为他们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在慰问困难老党员和困难群众
时，周廉芬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困难
和需求、思想动态，并鼓励他们保
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在党组织的关
心和帮助下，战胜困难，过上幸福
的生活。

居住在崖州区、现年80岁的吉
木光是市政协机关“光荣在党 50
年”的老党员。

2018年，吉木光因患中风瘫痪

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周廉芬在慰
问吉木光时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生活困难党员和群
众是各级党委政府最牵挂的人，市
政协机关将继续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时刻把困难老党员、困难
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抓在手
上，及时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尽
心尽力帮助他们办实事、解难题，
细心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让他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

当天上午，周廉芬一行还实地
调研考察崖州区三公里村乡村振
兴工作，详细了解该村有关基本情
况，并就提升该村人居环境、做好
群众出行改造项目、提高村民收
入、壮大村集体经济等问题提出要
求和解决方案。

本报讯（记者 黄珍）7月 6日上
午，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党组第97次
（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震华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沈晓
明在全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动员部署会上的讲话精
神，传达了三亚市“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行动部署会暨“制度建
设年”“作风整顿建设年”工作推进
会会议精神。王文荣、崔杰、任熙
德等同志作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要坚定不移把党的领
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确保中央、省委和市委各项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在人大工作中落
到实处。要深入推动“四史”宣传
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会议要求，要扎实开展好“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百日行动和
解放思想改进作风“大讨论、大对
照、大整改”工作，结合“作风整顿
建设年”“制度建设年”行动和“人
大工作创新年”专题活动，通过人
大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等法
定职权，推动三亚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要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广泛
深入查找制约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瓶颈问题和制约三亚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问题，确保各项活动取
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王裕雄、张羽飞、林有炽、陈向
奋出席，王文荣列席。

周廉芬赴崖州区走访慰问困难老党员、困
难群众

走访慰问送真情 组织关怀暖人心

张震华主持召开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党组
第97次（扩大）会议

深入查找问题 提升各项工作水平

近日，三亚技师学院举办毕业生
供需见面会，邀请省内 80 家企业，涉
及旅游、酒店、汽修、电气、营销等多
行业领域，为毕业生提供 2000 多个
岗位。

三亚技师学院今年有 2200 余名
毕业生，省内就业人数占比约 85%，
更多学生愿意留在海南发展。

“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更多企
业进驻，对学生而言选择会更多。”

三亚技师学院院长吕志勇表示，学
院将继续围绕海南产业发展规划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持续推
进产教融合发展，促使专业设置、人
才培养与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对接，助

力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本报记者 黄珍 陈聪聪 摄影报道

三亚技师学院举办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7 月 6
日，三亚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对暑期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整治工作进行
动员部署。市委常委、副市长谭萍
主持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随着暑期到
来，三亚将迎来新一轮的旅游热
潮。从即日起，三亚将持续保持旅
游市场高压态勢，对旅游行业屡禁
不绝的“欺客宰客”“短斤少两”“海
鲜调包”以及游艇、游船、摩托艇、
冲浪等旅游新业态出现的新问题
采取“零容忍”态度，依法坚决打击
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严重影响
三亚旅游形象的行为。

会议要求，坚决落实市委主要
领导批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彻
底斩断“不合理低价游”、海鲜拉
客、潜水拉客、非法摩托艇、非法冲

浪等利益链条，根治旅游市场突出
问题。

市整治办汇报了近2个多月以
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整治情况。
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至7
月 5 日，12301 旅游热线共受理游
客诉求9738件，办结9505件，办结
率 97.61％。为客人争取理赔金额
68.5万元；受理涉旅舆情390条，主
要涉及免税消费、海鲜水果排档欺
客宰客、酒店退订、酒店服务、潜水
消费、婚纱摄影等，其中免税消费
舆情居多，共有 143 条，收到相关
部门反馈345条，反馈率为88％。

谭萍要求，针对突出问题要强
化管理，继续加大整治力度，确保
暑期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要严厉
打击侵害游客利益的违法行为，依
法处理各类违法纠纷，确保暑假期
间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要求

加大整治力度 确保暑期游平稳有序

完成全年计划的8181..9595%%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4280人

完成全年计划的171171..44%%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823人

完成全年计划的7676..4646%%

下岗失业人员通过各类渠道实现再就业1639人

1至6月

涉及企业76家，涉及职工4139人

全市新增就业见习基地12家

新增就业见习岗位4986个

全市发放稳岗返还资金383.68万元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Sy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日前，市
教育局、市司法局和市法学会在海
南中学三亚学校联合开展趣味普
法校园行活动。在学校老师的带
领下，近百名学生参与体验了趣味
多样的普法“游戏”。

活动通过“趣味套圈”“法律知
识问答”等环节，向学生普及与青
少年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让师生
在游戏中学法、知法。活动最后，
工作人员给参与学生发放法律宣
传册，并颁发笔盒、扇子等奖品。

“我读了青少年法律知识读
本，收获很大。”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初一（9）班的班长邸曼桐告诉记

者，在课堂学习之余能够有机会接
触法律知识，认识到法律的重要
性。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自己
要做一个守法的人。

该校初一（9）班班主任肖彬老
师表示，以趣味游戏的形式进行普
法宣传教育，学生在参与体验的过
程中快乐学法，印象会更深刻，有
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据了解，趣味普法校园行活动
是市教育局联合市司法局、市检察
院、市法学会开展的系列普法活动
之一，自 2008 年起已组织开展活
动近千场。

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三亚多部门联合开展
“趣味普法校园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