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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调研员是个热心人。”“王调研
员是个有才干、有想法的好干部。”“王
调研员是我们大伙儿都认可的好干
部。”走进天涯区梅村村，提起天涯区政
府四级调研员包点干部王瑞林，大家赞
不绝口，这位 2016 年开始驻村到梅村
村的包点干部“王调研员”，早已成为大
家心中的“好书记”。6月24日，夏日炎
炎，王瑞林和往常一样奔波在田间地
头。记者在梅村村看见，蓝莓、鸡蛋花、
百香果、诺丽果将院落装点得清静幽
雅，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
村子。

“有困难，记着找我。”自 2016年以
来，王瑞林就一头扎进村里，挨家挨户
走访村民，郑重递上自己详细的联系方
式。2016年，从部队转业3年的王瑞林
受组织委派驻梅村村。刚接手时的梅
村村，刚刚从软弱涣散党组织出列，群
众满意度还不高，村集体经济比较薄
弱。要改变一个 4867 人的村庄，不是
件容易的事。在王瑞林的带动下，如今
的梅村村不仅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
子，村级经济从万元变成了存款达数十
万元，2018 年先后获评三亚市党支部
规范化建设“B 级示范点”、市级“2018
年度卫生村”和省级“海南卫生村”荣誉
称号。

王瑞林分别干了“三件事”：第一件
事是给村干部立规矩。2016 年，梅村

村刚刚从软弱涣散村的队伍中出列，
村干部的组织力不强，集体收入非常
低。为了改变现状，王瑞林主动融入
群众的“朋友圈”，加好友、聊动态，想
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整顿”后的村

“两委”班子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服务
意识不断增强，村务透明了，隔阂消除
了，大家心齐了。第二件事是当好基
层治理的“穿线人”。王瑞林把党建活
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让“治理”变成“智
理”，率先推动“四边”（村边、路边、房
边 、田 边）整治，启动美化绿化“三步

走”战略；开展党员“1+5”帮带模式，对
特殊、困难的家庭，他都标注出来，时
刻关注；创新实施红黑榜奖惩激励机
制，工作队、帮扶责任人、村“两委”及
工作人员每周入户走访至少 3次；村里

“五网”除了“气网”均已建设到位；
2018 年，全村通了公交车，解决村民出
行难题；污水管道建设全部建设完毕，
基本解决了村民的“出口”问题；村民
文化生活匮乏，向旅文局申请各村小
组文化室已基本完成健身器材全覆
盖。第三件事是一手扮靓村庄，一手

激活农旅红利，解决农田缺水问题，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在驻村期间，王瑞林凭借敏锐的嗅
觉，大力发展种养业，目前梅村村农业
产业发展已基本形成规模，建设有芒
果、莲雾、槟榔、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
种植基地。如今，种植、养殖专业户达
到100多人，他们成为了“土专家”、“田
教授”和“养殖能手”，带动其他村民致
富，种植冬季瓜菜达3000多亩，14个村
小组成立了村民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
村委会账下累计有 200 多万元。王瑞
林还帮助火龙果基地上门协调供电、供
水等难题；为梅村村打水井解决用水问
题；疫情期间，为梅村村“三亚凤凰明芳
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养鸡专业户销售
滞销鸡蛋 250 多箱，价值 5 万元；2020
年下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和，他
协调多个部门，帮助村民董恩明办起了
养猪场，如今养猪场已经出栏90多头，
销售收入26多万元。

驻村 1800 多天，王瑞林交出一份
沉甸甸的答卷。“收租金，有分红，家门
口就能务工，不管咋算，都有赚头。”村
民吕福高兴地说。常年在外打工的他
去年回到梅村村，参与土地流转，又在
村里的种养基地找到了工作，日子越过
越红火，逢人就夸村子好。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月 6日，
三亚市旅文局组织召开专项会议全
面部署防风防汛工作，迅速制定《关
于做好热带低压防御工作的通知》
《转发关于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
应的通知》，要求各区旅游文体局、
市各旅游企业及时开展防范热带低
压恶劣天气的旅游安全应急保障工
作。

7 月 5 日，检查组对全市旅游酒
店、景区、乡村民宿，开展涉山涉海
旅游区域的防风防汛督查工作。检
查组先后前往蜈支洲岛、西岛、大东
海、亚龙湾海底世界、玫瑰谷等旅游
区域，实地察看防风防汛准备工作落
实情况。

据现场检查，涉山涉海景区和酒
店均已做好防风措施，躺椅、遮阳棚、
游船、海上娱乐项目等已陆续撤离到
安全区域。检查组强调，要做好滞留
旅客的安抚和安置工作，加强与游客
沟通和疏导，提醒游客尽量不要外
出，注意人身安全。

为确保游客安全，蜈支洲岛旅游
区、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大东海旅
游区和亚龙湾海底世界景区已于 7
月 6 日 18 时前暂停营业，天涯海角
游览区已于 7 月 6 日 18 时前暂停海
上娱乐项目。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
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联合发出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深
入开展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
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工作，进一步改善我
省道路通行条件，保障道路货运
物流畅通，促进货运行业健康稳
定发展。

通知强调，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和技术标准，违规设置的坚决
拆除取缔，依法保留的精准分类
治理，新增设置的严格审批把
关，压减存量，严控增量，确保路
网畅通；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和社
会共治。

各部门要在 2020 年专项整
治行动基础上，对本地区公路
和城市道路既有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开展拉网式、地毯

式复查，确保不留一角、不漏一
处，并根据复核结果形成问题
清单。

同时强化全清单整治，各部
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设
置、谁清理”的原则，分别对照问
题清单，全面组织清理整治，强
化全过程规范。对于在现有公
路上确需新增的，要按照相关规
定设置。

通知要求，各市县有关部门
要结合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道
路限高限宽设施设置的技术要
求和审批程序，依法明确设置条
件、限制高度宽度、结构形式和
审批流程，提高设置的规范性和
安全性。要严格按照设置要求
和程序，对确需保留的，完善审
批手续。把好新增设施审批关，
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律
不得批准。

市旅文局开展
防风防汛安全检查

▶7 月 6 日 11 时，受热带低压影响，三亚出现
降雨天气，市民冒雨出行。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天涯区政府四级调研员王瑞林驻梅村村5年来，村庄美了村民富了——

乡村旧貌换新颜，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杨洋

王瑞林

海南整治违规设置
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7 月 5
日，记者从市征 兵办了解 到，
2021 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中直接招收士官工作正有序开
展。有应征意向的青年可登录

“全国征兵网”(http://www.gfbzb.
gov.cn)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据悉，今年我省直招士官专
业类别为计算机、电力技术、电
子信息、航空航天、水上运输、医
药卫生、医学技术、自动化、通
信、语言、体育、建筑设备、健康
管理等 13 个专业类别。需要注

意的是，招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
毕业生，所在高校和所学专业已
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应当取得
国家颁发的中级以上职业资格
证书。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与义务兵
征集同步组织实施，网上报名截
至 8月 1日。招收对象为普通高
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往届毕业
生，男性，未婚，年龄 24 周岁以
内（1996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
所学专业符合 2021 年海南省直
招士官专业范围。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
者 袁燕）7月 6日上午，伴随着由
吉祥航空波音787梦想客机执飞
的上海虹桥至三亚的航班顺利
起飞，第三届中免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节正式拉开帷幕，购物节线
上直播也同期启动，将为消费者
带来为期3个月的多重免税购物
福利及优惠。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指导，中国旅游集
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海棠
湾三亚国际免税城、三亚凤凰机
场免税店、海口日月广场免税
店、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琼海
博鳌免税店共同参与，同时整合

了包括雅诗兰黛、中国银联、吉
祥航空、万豪酒店集团等战略合
作伙伴的全方位相关旅游资源，
将在 7 月至 9 月期间，分时段推
出一系列活动。7月将陆续推出

“全国抖音挑战赛”“时尚季”以
及中免联合雅诗兰黛、万豪酒店
集团推出的联名下午茶，8 月将
推出包括“中免手袋节”“暑期萌
娃旅行记”在内的主题营销活
动，9 月“7 周年庆”活动将再一
次掀起免税购物“狂潮”。

此外，“亿元优惠券免费送”活
动于当天同步上线，顾客可通过电
商平台、各战略合作渠道、户外广
告扫描二维码的方式领取使用。

海南直招士官专业出炉
涉及13个专业类别，报名截至8月1日

三亚市征兵办电话：0898－66579025 或 13876764991

海棠区征兵办电话：0898－88812560 或 19989150080

吉阳区征兵办电话：0898－88688373 或 13656848032

天涯区征兵办电话：0898－88865726 或 18117746975

崖州区征兵办电话：0898－88830852 或 18301826479

第三届
中免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启幕

7 月 6 日，第三届中免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启幕，三亚国际
免税城内众多游客前来选购商品。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7 月 6 日，三亚新风街市政府路段，新型垃圾箱设计造型美观
大方，广告灯箱由太阳能板供电，既环保，又节能。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新型垃圾箱亮相三亚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受热带低
压影响，琼州海峡航线于 7月 6日 15
时起全线停运，复运时间另通知。部
分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琼州海峡停运

为保证复运后司机、旅客的过海
效率，港口整理了大家关心的几个问
题，具体如下：

本次停运复运后，出岛还需要提
前预约购票吗？

复运后，新海港、秀英港将以全

预约模式开展疏运工作，所有出岛车
辆必须提前线上预约方可进港待渡。

本次停运复运后，港口如何保证
过海效率呢？

复运后，新海港、秀英港将开启应
急疏运模式，取消定点班次，船舶装满
即走，以最大运力疏运车辆。同时，为
保证港口疏运效率，应急疏运期间，各
航次可预约指标较平时也将有所增加。

本次停运航复运前，能不能提前
进港待渡呢？

复运前 1-2 个小时，新海港、秀英
港会安排车辆进港待渡，具体时间以

“新海港”公众号告知为准。
港口联系电话是？
（一）海口至海安航线
秀英港、新海港：0898-9693666
（二）海安至海口航线
徐闻港：4009300003
海安新港：400-8859088

●部分列车停运

受热带低压影响，部分进出岛旅
客列车停运，具体停运信息如下：

7 月 5-6 日哈尔滨西开 Z111 次

运行至广州终止，7 月 6-7 日海口开
Z112 次改为 7 月 7-8 日广州始发；7
月 5-6 日北京西开 Z201 次运行至广
州终止，7月 6-7日三亚开Z202次改
为 7 月 7-8 日广州始发；7 月 5-6 日
上海南开K511次运行至佛山终止，7
月 6-7 日海口开 K512 次改为 7 月
7-8 日广州始发；7 月 5-6 日长春开
Z385 次运行至湛江西终止，7 月 7-8
日三亚开Z386次改为湛江西始发；7
月 5-6 日郑州开K457 次运行至湛江
西终止，7月 7-8日海口开K458次改
为湛江西始发。

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琼州海峡航线昨日15时起全线停运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受南海热
带低压影响，7 月 6 日，一场大暴雨
驱散了连日来的高温酷暑，雨过天
晴，鹿城已然焕然一新，然而暴雨或
又接连而至。7 月 6 日，海南省气象
台预计，该低压中心将以每小时 15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加强，可能于未来12-24小
时发展为台风（热带风暴级），并将
于 7 日上午在海南岛东部一带沿海

登陆。未来两天三亚将迎来强降雨
天气。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7 日，西
沙、中沙海域和海南岛四周海面、海
南岛陆地，将先后有强风雨天气。

据三亚气象局预计，三亚 7 日白
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最高气温：全市 28－31℃，市区
29℃；东北风转西南风，陆地 5 级转
6－7 级、阵风 8－9 级，近海和南部

海面 7－8 级、阵风 9－10 级；7 日夜
间至 8日白天：全市多云间阴天有阵
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
北部山区 24－26℃，沿海地区 26－
28℃ ，市 区 27℃ ；最 高 气 温 ：全 市
29－33℃，市区 31℃。

三亚气象局提醒，南海热带低压
生成位置距本岛陆地较近，并将于 7
日白天在本岛东部沿海地区登陆，近
海作业船只须迅速回港避风，沿岸养

殖以及渔船作业人员应尽早撤离。
同时，热带低压将给三亚带来明显降
雨，有利于缓解旱情的发展，相关部
门需做好水库安全蓄水工作，同时还
需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
积涝和山区的地质灾害。

此外，相关部门要做好滨海、海
岛旅游景区安全管理工作，适时关
闭海滨、沙滩、泳场、海岛等危险区
域。

南海热带低压今日将登陆海南
未来两天三亚将迎来强降雨天气

·防范南海热带低压·

▲7 月 6 日，三亚凤凰岛海域，一艘渔船返港
避风。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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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