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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七一”活动丰富多彩
重温党史学史力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永不叛党。”为持续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激励干部“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021

年 7月 1日，海棠区税务局开展“百年

征程波澜壮阔 重温党史砥砺前行”

“七一”庆祝党的生日主题活动，活动

有升国旗仪式、重温入党誓词、观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直播

等。

在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后，党员干部们纷纷表

示：一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苦难

辉煌的中华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扎根中国大地

共同铸就的豪迈史诗。作为党员干

部，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

旨，投身党的事业；要立足本职工作，
勇于担当作为和干事创业，让涓涓细
流汇聚成税务发展的磅礴力量。

深学党史担使命
砥砺前行铸税魂

2021 年 7 月 22 日，海棠区税务局
第二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
织生活会。会议围绕“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贯彻“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要求，认真交流学习体会、查找差距不
足、明确努力方向。省税务局党史学
习教育巡回指导组副组长陈恒等到会
指导，海棠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姜
云鹤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海棠区税务局第二党支部
书记张陈英汇报专题组织生活会会前
学习、谈心谈话、盘点检视等检视情
况，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他党
员同志依次发言，讲收获提高、讲差距
不足，真正做到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根据省税务局党史学习教育巡回

指导组的指导点评，姜云鹤在表态发
言中表示，海棠区税务局始终坚持将
落实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基础上，不
断丰富创新“自选动作”，用一次次的

红色活动涤荡心灵、增强党性、升华思
想，促使广大干部在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提振奋进新征程的精神，汲取推动
税收现代化建设的力量。

（杨璐璐 黄世烽 文／图）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海棠区税务局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感悟从税初心 汲取奋进力量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海棠区税务局注重带学领学，确保感悟真理“党味”浓；坚持守正创新，力求丰富灵活“鲜味”足；突出主题实践，展

现服务为民“情味”真，创新形式让活动有亮点、有特色，精选内容让学习切实情、出实效。

海棠区税务局开展“七一”庆祝党的生日主题活动。

海棠区税务局第二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海棠税务之窗

Sy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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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赵 庆 山）8 月 16
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
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价格行为
的提醒告诫书。提醒告诫书指出，经
营者哄抬价格、囤积居奇、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相互串通等价格违法行为
的，没收违法所得，依法最高可处 5
倍违法所得或100万元～500万元罚
款。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各
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认真对照提醒
告诫要求，积极开展自查自纠，进一

步规范经营价格行为。海南省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市场价
格监管工作力度，紧盯群众投诉举
报、舆情反映，严肃查处借疫情防控
之机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哄抬物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对经提醒
告诫后仍不整改的违法行为，依法从
重处理；对于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典型案例将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
光。同时，欢迎广大群众积极监督，
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及时拨打
12345、12315电话举报投诉。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杜
俏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
期，用特殊方式组织学习，现在准备
解读‘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十八条措
施’，线上的朋友们都听得清吗？”近
日，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
处有关专家受邀到三亚市天涯小镇，
现场解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市场主体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十八条措施》
（以下简称《十八条措施》）。

为解决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聚
集的问题，达到培训与防控“两不误、
互促进”的目的，天涯区马岭大社区
围绕辖区各村（社区）经济发展、乡村
振兴的需要，主动协调，融合辖区资
源，组织辖区村（社区）书记、“两委”
干部、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利用“腾讯

会议app”参加“线上+线下”学习，有
效地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专家在对《十八条措施》进行全
面剖析的同时，对今年 6 月 1 日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的立法背景、重要意义、主要特点
亮点及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重点
难点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
解。专家还就“三农”“三资”、盘活本
地资源、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大社
区建设、如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做
好乡村规划等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
深入探讨。

现场一位基层干部说，此次学习
既夯实理论基础，又拓宽工作思路，
对乡村振兴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
解，在今后的工作中会进一步解放思
想，大胆创新，敢闯敢试。

线上解读好政策
线下干部受鼓舞

马岭大社区

海南发布提醒告诫书

疫情防控期哄抬价格
最高罚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杜俏颖）“盼了很久，现在终于如愿
了，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喝上
了干净放心的自来水……”近日，
看着自家水龙头里“哗啦啦”流出
来的干净自来水，天涯区华丽村加
那小组村民董大妈格外高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华
丽村“两委”班子成员把“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的重要载体，立足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群
众的困难事、烦心事，扎实推进“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工作，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华丽村加那小
组有6户村民因居住偏僻、自来水管
未能覆盖而靠井水生活的情况后，华

丽村“两委”班子成员、村网格长与
技术人员对施工路线反复勘探，寻找
最佳铺水管的方案。在大家的努力
下，日前工作人员最终疏通600米长
管沟，接通了管道，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让 6户村民都喝上
“放心水”。截至目前，华丽村全村
群众都喝上了“放心水”。

此外，针对华丽村村民反映村

主干道没有路灯、夜晚道路漆黑存
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华丽村“两委”
班子立即对村主干道进行全面摸
排，结合该村“美丽乡村”规划，第
一时间向天涯区职能部门报告，并
配合制定详细的解决方案，规划路
灯的选点路段与位置，全面落实路
灯安装事宜，及时解决困扰群众夜
间出行不便的难题。

华丽村最后6户村民通了自来水

本报讯（记 者 赵 庆 山）乡村振
兴，道路先行。近日，三亚天涯区黑
土村村道硬板化改造正式启动，将对19
条窄小村道进行升级，解决布带、布曲两
个村小组2000多名村民出行问题。

8 月 17 日，记者来到黑土村，实
地探访村道硬板化改造现场。在布
带村小组，几台挖机正将原来的窄小
村道拓宽，平整路面的土方，道路旁
原有的路沿石也被清理出来。

“村道变宽，土路变水泥路，预计
今年 11 月完工投入使用。”黑土村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队 队 长 董 瑞 虎 告 诉 记
者，以前黑土村许多村道是土路，仅
1 米多宽，每当下雨道路便泥泞不
堪，不仅影响出行，也耽误农业生

产。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乡村振兴
工作队向天涯区反映情况，并积极
争取改造资金，在大家的努力下，黑
土村村道道路硬板化改造项目终于
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据介绍，新修的村道路宽
3.5 米，共有 19 条小道，总长度约 3
公里，基本覆盖布带、布曲两个村小
组的主要村道。

“以后出行更方便，再也不怕骑
车摔倒了。”布曲村小组村民董秋梅
说，以前下雨天骑摩托车送小孩上
学，经常出现路滑摔倒的情况，有些
路段实在太泥泞，只能下车推着过
去，等水泥路建好后，下雨天就可以
放心出行了。挖机正在平整路面。本报记者 赵庆山 摄

黑土村升级改造19条窄小村道
2000多村民出行将更便捷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王航硕）“果园生草方法，不仅能抑
制杂草生长，还能改善果园微气候
环境，对果树有诸多好处……”8月
16日上午，一场热带果园生草栽培
现场观摩会在崖州区南滨农场红
岭队三亚云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芒果基地举行，专家实地送技术，
果农增产致富有信心。

“夏秋雨水多，杂草长得快，打
药多了对果树也不好。”“那使用果
园生草管理方法就对了。”在果地
里，果农提出了多年的困惑，专家
就问题给答案，现场交流气氛热
烈。

何为果园生草？据现场农技专
家介绍，果园生草是一种在果树行
间或全园栽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覆
盖土壤的果园管理方法，是一项绿
色、生态、健康的土壤管理技术措
施，具有改良土壤质量、抑制杂草
生长、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壤有
机质、改善果园微气候环境、提高
果品品质等优点。

“三亚果农一直以来都使用灭
生性除草剂除草，不仅增加生产成
本，还会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损

伤果树根系。”三亚市南繁科学技
术研究院副院长杨小锋说，为了减
少农药的使用，坚持绿色生态为导

向，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坚持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2014年起该院开展“热带果园套种
矮柱花草生草栽培示范推广”项
目，并在崖州区一片 120 亩芒果园
进行试验，取得良好成效。2020年
开始推广示范，目前育才生态区的
马脚火龙果基地、那受百香果基地
及天涯区等近500亩果园使用该技
术后，成效显著。

“矮柱花草具有植株低矮、速
生、抗逆性强的特点，适应热带高
温气候，耐旱，在果园容易建植和
管理。既可作为绿肥，也是一种优
良的牧草，鲜草为牛、羊等畜牧喜
食，也能制成干草作为饲料。”杨
小锋说，经过近几年的试验研究，
目前筛选了适宜三亚气候环境的
品种——矮柱花草。通过以草制
草，减少化学除草剂使用，保护果
园生态环境，提高土壤质量，为热
带果树绿色生态栽培提供技术支
持，促进热带果树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以草制草 土壤改善果品好
三亚推广热带果园套种矮柱花草生草栽培技术

8 月 16 日，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农技专家在田间地
头查看矮柱花草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8 月 14 日，崖州区抱古村睡莲种植基地，村民正在清理莲田杂草杂物。
据悉，2018 年，抱古村成立香水莲花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以“村委会+

合作社+贫困户”的帮扶模式，种植睡莲 134 亩 1.78 万株，发展热带睡莲产业
带动村民致富。如今，该基地每天向南山景区配送 3000 朵睡莲鲜花，实现
了睡莲的稳定销售。还建成了抱古村睡莲加工厂，每天可以生产、烘干水莲
花茶数千朵，同时挖掘抱古村农业观光资源，打造莲花小镇，做大做强抱古
村集体经济，让睡莲成为村民更有奔头的产业。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睡莲盛开 无限生机

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