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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关
注‘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
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微
网厅——账号注册——业务办理
……”8 月 11 日，在三亚长丰海
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简 称

“三亚长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市民王先生通过手机完成
了用气报装申请。“没想到在手
机上就可以申请，以后不用再跑
市政务服务中心或三亚长丰公
司的各大营业厅了。”王先生高
兴地说。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三
亚长丰公司将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持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为给三亚广大市民
和企业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管
道燃气服务，提升企业和群众用
气报装和缴费的便利性、满意
度，三亚长丰公司对标一流城
市，应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手段建

设基于微信平台、面向全市燃气
用户的定制系统——企业公众号
小程序“微网厅”平台。如今，三
亚广大用户通过手机关注微信
公众号登录微网厅,即可实现用
气报装申请和通气、维修等业务
办理，以及查询、燃气缴费、便民
服务、咨询投诉、电子发票等一
系列功能，足不出户实现一站式
办理燃气业务，真正将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做实做细。同时，该公
司“微网厅”已与市政务服务中
心“一鹿快办”小程序完成配置，
市民可通过该程序跳转到三亚
长丰公司“微网厅”。

通过“微网厅”的功能，三亚
长丰公司根据服务类别为燃气
用户提供各类相关信息的个性
化推送，包括停气通知、安检通
知、用气报装进度、业务办理进
度等特色服务，实现业务相关信
息的及时送达和告知，确保用户
第一时间掌握业务办理动态。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推出“智慧党建”VR学习机——

“打卡”红色教育基地 足不出户学党史
本报记者 符吉茂

8 月 10 日，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党员佩戴 VR 眼镜，通过“智慧党建”VR 学习机学习党史。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大家要保持店铺前面的路
面清洁干净，共建美好家园”“城
市是我家，卫生靠大家……”连
日来，身穿“小马甲”的党员志愿
者穿梭在大街小巷，以及海滩、
河道边等处开展“创文”工作，他
们忙碌的身影成为城市最亮丽
的风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需
要党建引领，同样需要志愿服务
助推。天涯区在“创文”工作中，
大力推进“党建+志愿服务”模
式，得到了天涯区候鸟党委及下
设基层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
响应，充分调动了党员群众参与

“创文”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
推动了“创文”工作的常态化。

党员志愿者带头作示范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党
员志愿者挺身而出，积极投身到
防疫防控中来，在卡口值班、村
内巡逻、劝导村民；“创文”期间，
他们到各村（社区）消毒, 清理卫
生死角, 清除闲置地、花基枯枝
杂草……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8 月 7
日，为打造美丽海滩，守护海洋
蔚蓝，提升全民环保意识，鼓励
公众积极参与环保，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天涯区团委
联合三亚繁星义工社组织 36 名
志愿者，在三亚湾开展“我为群
众送温暖”系列之天涯区“海有
你我”徒步净滩环保公益活动。
党员志愿者带头，其他志愿者积
极参与，不仅为城市营造了整
洁、有序、优美的环境，更为广大
群众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营
造了良好的创建氛围。

今年以来，天涯区不断整合
社区资源，根据社区居民的特点
和需求，开展吸引群众参与、满足
群众需要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上半年，天涯区在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网发布项目共476
个，登记的志愿者已达2227人。

“候鸟”志愿者成
“创文”靓丽风景

在天涯区儋州村社区候鸟党
支部，有一位来自吉林省的“候
鸟”党员志愿者牟淑珍，多年来
积极履行党员义务，参与各类公
益志愿服务活动，为三亚“创文”

奉献自己的力量。“在我心中，三
亚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我热爱
这片土地，我要把我的余生奉献
给这座城市。”牟淑珍告诉记者，
当她第一次遇见三亚时，就深深
地爱上了这座美丽的滨海旅游
城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2016
年 11 月，从吉林来到三亚，当看
到街边做公益的志愿者时，就产
生了要当志愿者、为三亚作贡献
的念头。”牟淑珍找到天涯区儋
州社区负责人，毛遂自荐当一名
社区的志愿者。不久后，牟淑珍
共组织20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
大多在 50岁至 70岁之间。今年
春节以来，牟淑珍和大家一起，
连续几个月每天巡查社区4个小
时。同时，还督促各店铺做好

“门前三包”工作。当看到社区
内的槟榔汁，牟淑珍等人就用水
和扫把清除干净。一些商家在
志愿者的感召下，也主动加入到

“创文”行列。

90 支服务队推动
“创文”常态化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去年
3 月，该区成立了天涯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负责研
究制定全区志愿服务活动阶段
性工作计划和长远规划、协调指
导全区各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
服务实践活动等工作，整合该区
各类专业志愿服务力量，组建了
8 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分类管
理并与区职能部门工作相结合，
除“创文”工作，还积极服务妇女
儿童、环保、文化、教育、法律、三
农、健康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
工作。

此外，天涯区成立村（社区）
及区级单位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伍，逐步形成1+8+N
的志愿服务体系（1支三亚市天涯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
队，8支专业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N 支特色的村（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截至目前，天涯区已注册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90
支，基本涵盖天涯区各职能单
位、村(社区)，各支服务队伍扎实
地推动了“创文”工作的常态化，
人人用心用情用行动呵护着城
市的美丽。

完善志愿服务、组建队伍、发动全民参与……

天涯区“党建+志愿服务”
推动“创文”工作常态化

本报记者 黄世烽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群处党建指导员吴少威（右）向海南浙
江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党员介绍“智慧党建”VR 学习机的功能。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志愿者积极参与天涯区“创文”工作。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创文明城市 建美丽三亚Sy

这个暑假，中核产业园公共实验
室的“档期”满满当当。“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做实验是最重要的，硬件是
一切的关键。”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
究院生物质工程专业 2020 级硕士研
究生曹淑铃正忙着给实验仪器加
热。她告诉记者，目前，崖州湾科技
城内研究生住宿、就餐、出行等生活
条件良好，健身房等配套设施也可以
免费使用，生活条件十分舒适。

“海南的各项人才政策充分体现
了对人才的尊重和需求，我希望毕业
后能留在海南，为破解中国种业‘卡
脖子’问题贡献力量。”三亚中国农业
大学研究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2020
级博士研究生李冰对海南自贸港建
设充满信心。

这个暑假，不仅学生不放假，院
校教师也为迎接新生而忙碌着。“在
中国农大，老师和学生都是没有暑假
的。”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副院
长王福军告诉记者。“我和学生们开
玩笑说，来到海南你们既没有暑假也
没有寒假，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科
研。”王福军介绍，天时是农业生产研
究的核心要素，时节不等人，一旦错
过就会影响实验数据和实验效果。
温热的气候是作物生长的优渥环境，
在海南，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科研，这
是我国唯一的热带省份所具备的条
件，也是学校选址落户海南的先决条
件。

今年 2 月，包括曹淑铃和李冰在
内，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首批
2020级 55名研究生在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开启了研究生的学业。结合教
学领域和海南地方产业的需求，目
前，学校共开设农学院、园艺学院、资
源与环境学院三个学院，涉及作物遗
传育种、种子科学与技术、果树学、资
源利用与植物保护等17个专业。

为了让学生们在海南也能感受

到中国农业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学
校专门出台了海南专项研究生管理
办法，明确导师每年到三亚研究院任
课的时间。同时，结合海南农业发展
特色设立了 30 多个科研项目，通过
项目带动将专家导师们的研究课题
与海南发展结合起来。

“我们坚持用海南的资源做海南
的事，为海南培养人才。”王福 军
说，学校十分注重应用研究，经过一
个学期的实践，学校对研究生的培
养方向进行再次研究。结合国家、

海南的产业需求，以及学科和资源
拓展三方面，将学科重点放在南繁、
热带高效农业、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这三大领域，并在
今年增设了植物保护、动物科技等
专业。“一方面我们要对优质海南地
方品种的种质进行恢复与提升，另
一方面培养一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畜禽新品种。”

扎根崖州湾，深耕自贸港。三亚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正谋划未来五
到十年扎根海南的蓝图。“我们要立

足崖州湾，辐射三亚市，布局海南
岛。”王福军表示，学院将通过“打点
——链线——布网”的方式，以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合作
办学为重点，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在
海南布局中国农大科学研究和成果
试验示范推广的一张网，加快先进技
术成果落地转化，实现互利互惠、合
作共赢。

8月 31日，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
究院将迎来第二批 91 名研究生，届
时该院研究生数量将达到146名。

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

立足崖州湾 布局海南岛
本报记者 刘佳

Sy南海潮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研究院建设巡礼之二

三亚长丰公司“微网厅”上线

多项燃气业务“掌上办”

8 月 10 日，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 6 名

研究生党员佩戴VR眼镜，通过VR党史学

习教育创新平台，以第一人称的全景视

角，“走进”三亚梅山革命史馆 VR 党史数

字体验馆，跟随电子文本、有声朗读、红色

影片等媒介的引导，身临其境接受实景党

史学习教育。

日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推出“智慧党

建”VR学习机，为党员群众打造“参与式”

“互动式”“沉浸式”红色教育基地的数字

化党史学习平台，使党史“触手可及”，足

不出户即可实景式学党史。“比较新颖，创

新了学党史的方式。”刚体验完“智慧党

建”VR 学习机的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研

究生贾博文说，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学

习方式，让体验者可以轻松愉悦学党史。

“在有限的空间，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党

的百年奋斗史。”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研

究生陈财志说，这种学习党史的方式打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创造了更便捷高效

的党史学习教育方式。研究生们表示，通

过“智慧党建”VR 学习机，增加了他们对

三亚党史的了解。

据介绍，“智慧党建”VR 学习机位于

崖州湾科技城文化客厅，面向广大党员群

众免费开放。记者看到，“智慧党建”VR

学习机的学习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革命

史馆》《逆行者精神-中国抗疫实录》《改革

开放上篇》《廉政教育》《国防教育》《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等数字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智慧党建”VR 学习

机创新开设了三亚首家《梅山革命史馆》

VR 党史数字体验馆。党员群众在佩戴

VR 眼镜后，可通过第一人称的全景视角，

跟随着电子文本、有声朗读、红色影片等

媒介的引导，一步一个党史典故介绍，模

拟穿越历史场景，“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身临其境接受实景党史学习教育。此外，

“智慧党建”VR 学习机还提供建党百年、

党建学习、虚拟展厅、党建答题、党员之

家、学习强国等 6大服务功能，方便党员群

众随时学习党史。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群处党建

指导员吴少威介绍，“智慧党建”VR 学习

机自 7 月份推出以来，沉浸式的“红色课

堂”激发了园区党员群众的党史学习热

情，丰富的党史体验场景和生动的人机交

互教学吸引了 600 余人参与，为党员群众

提供足不出户“打卡”红色教育基地的数

字化党史学习平台，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从党的百年伟大

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局党委坚持以“抓党建促自贸港建

设”为根本，统筹推进“党建+”工程，党建搭

载智慧引擎。园区将持续完善“党建城小

二”下基层工作机制，选派“党建城小二”每

月下基层服务党组织建设，收集和解决难点

问题，实施好“园区党旗红、企业发展强”党

建工程。优化整合园区产业链资源，打造党

建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休闲运动等功能丰

富的党群服务中心。同时，引导园区广大党

员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成为群众办

实事的具体行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学生在做实验。本报记者 刘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