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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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这些新
增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让我们居
民不再为出行充电难而烦恼了。”9月
6日下午，刚下班回到家的育春路社
区居民王大宇开心地说道。根据省、
市“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安
排，近日，天涯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涯区城投公司”）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结合“作风整顿建
设年”活动，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在辖
区新增了 3套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
破解了居民充电难题。

电动自行车小巧方便，是不少人
日常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但由于停
放、充电不规范等方面的原因，火灾
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辖区因充电设
备较少，给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记者了解到，三亚高铁站处于天涯区
育春路社区、鸭仔塘社区和吉阳区下
抱坡村三个社区的交会处，周边汇集
众多住宅和多所学校，原有道路两侧

建设的两套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满
足不了居民需求，不少人通过多种渠

道提出“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
的建议。

天涯区城投公司自接到育春路
社区工作人员和 12345 政府服务热
线关于“群众要求增加电动自行车充
电设备”的反馈情况后，第一时间安
排工作人员联系了育春路社区、鸭仔
塘社区网格长核实情况，并协调充电
桩建设单位、三亚供电部门工作人员
到现场核实安装点位及取电位置，并
于近日在辖区维也纳酒店道路前规
划电动车停车位，安装了 3套电动自
行车充电设备，可同时满足 24 辆电
动自行车的充电需求。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区
域电动自行车无充电桩的困境，居民
私拉电线充电的问题也得到改善，消
除了社区的安全隐患。”天涯区城投
公司有关负责人称，下一步将完善该
区域充电桩建设，定期对充电设备进
行巡检，及时处理设备故障，保证充
电设备安全运行，让居民获得实实在
在的幸福感、安全感。

三亚作风整顿建设进行时

天涯区城投公司破解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

增设三套设备 居民可放心充充充

天涯区城投公司新增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解决了许多居民的
充电难题。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 刘琪成）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要学习贯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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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
扬光大。”9 月 6 日，三亚市大学生
宣讲团走进三亚市第一中学，为近
400 名初一学生进行宣讲，以党史
学习教育引发学生对青春使命的
思考，并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寄语嘱
托号召学生们爱国立志担当作为。

当天的宣讲主题是“我把青春
献给党”，宣讲团成员都是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的学生党员。大学生
宣讲团一曲合唱《我为人民扛起
枪》拉开宣讲序幕，随后来自“王克

勤排”的退伍大学生张津钢讲解老
排长的革命故事和新时代“王克勤
排”练兵备战的铁血精神，宣讲员
黄怡清播放团中央制作的以 2020
年中印边境冲突为背景的短视频
《重逢》，曾经服役于驻港部队的退
伍大学生周标谈新时代军人的家
国情怀，宣讲员郑琳之则以《青春
向党 奋斗报国》为主题演讲，让学
生们感悟初心使命，推动学生们党
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现场还通过“文物中的党史”“油画
中的党史”“歌声中的党史”开展互
动答题式宣讲。

宣讲团成员通过自身体会，结
合图片、视频、音乐等形式宣讲，使
得党史故事、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
事迹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被生动立体地呈现出
来。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坚定理想
信念，脚踏实地学习，提升综合素
养，在回报祖国的具体行动中展现
自我价值，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优
良传统，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活动现场，师生们和宣讲团成
员们怀着对祖国和党的满腔热忱，
共同发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
呼喊，用铿锵有力的誓言，将现场
氛围推向了高潮。宣讲结束后，全
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大学生宣讲团是三亚市十支
百姓宣讲团之一，青年人用实际行
动展示当代青年风采，用青年的话

语传播党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组建大学生宣讲团，上
好“开学第一课”，通过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宣讲活动，推动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坚定青少年
永远跟党走的信心。

下一步，三亚将继续充分发挥
“五老”宣讲团、思政讲师宣讲团、
大学生宣讲团、少年宣讲团、红领
巾宣讲团作用，深入辖区、基层、学
校等地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
化专题宣讲活动，确保专题宣讲热
在基层、热在群众、热在青少年，引
导广大人民群众从党的百年历史
中汲取奋斗力量。

曾经服役于驻港部队的退伍大学生
周标在现场和同学们畅谈新时代军人
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三亚市大学生宣讲团走进三亚市第一中学

您讲我听！做有担当作为的好学生

三亚市第一中学近 400 名初一学生在宣讲现场认真聆听。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三亚
市热科院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
亚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
协同推进解决种子种业“卡脖子”技
术问题，打赢种业翻身仗，打造“南繁
硅谷”，建设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
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世界一流
种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综合性科研机
构等进行深入合作。

据了解，中国热科院三亚研究院
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创建于2019
年 6月，由中国热科院副院长郭安平
领衔，选派南繁生物安全、国家品种
测试、热带基因组学与大数据中心、
基因编辑与遗传转化、热带特色作物
生物育种等研究方向科研骨干，集结
三亚成立的研发机构。两年多来，该

院已在南繁生物安全科技创新研究、
植物虫害监测研究等方面取得进展，
逐步形成“热科南繁”品牌影响力。

市热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方
战略合作是加快“南繁硅谷”建设和
热带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举措，通过
协同发展、优势互补，联合开展新品
种培育、技术成果试验示范与推广、
农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合作共
赢，促进海南热带现代农业发展。

郭安平认可市热科院近年在生
产服务及培训、技术推广、新品种示
范等方面做出的成绩，希望此次合作
能在新品种筛选、育种、技术推广等
方面有新突破，寄望年轻工作者借助
战略合作建立的平台，成为未来热带
农业的顶梁之才。

市热科院与中国热科院三亚研究院签署协议

共促海南热带现代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陈俊
锐 张海哲)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考取摩
托车驾驶证，推进乡村地区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近段时间来，三亚交警
支队车管所利用节假日开展摩托车驾
驶证“送考下乡”活动，将车驾管大厅

“搬到”群众家门口，为群众“一站式”

办理摩托车注册、年检、注销和驾驶证
申领等业务，切实解决了群众到市区
考试跑多次、路途远、考试难等问题，
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据悉，“送考下
乡”活动已进行了 3场摩托车驾驶证
科目考试，累计642人参加，发放交通
安全宣传资料1000余份。

在海棠区驾考中，车管所工作人
员向群众详细讲解了考取摩托车驾
驶证的程序、规定和考试等相关要
求。根据科目一和科目二、科目三不
同特点，车管所工作人员精心选定考
场区域，设置考试标杆、标线和指示
标志，力求保证考试严格规范，考试

过程坚持严格评判标准，不因下乡考
试而降低要求。

活动期间，车管所工作人员还向
参考人员讲解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
传酒后驾驶、无证驾驶、无牌上路、未
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性，倡导文明出行，摒弃交通陋习。

三亚交警摩托车驾考送到村民家门口

9 月 6 日，三亚新风街头，多名工人正在高空作业。目前，新风街临街大
楼外墙立面改造正在进行当中，改造完工后色调将得到统一，街头面貌得到
大改观。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以前一下
雨，这里冒水就特别严重，下暴雨总
是积水，出行特别不方便。”家住吉阳
区南新东一区的居民心有同感，雨天
内涝排水设施不完善，污水管道相对
细窄，部分管道出现破损，污水外溢、
雨后积水等问题，给他们带来诸多不
便。

为整治南新东一区居民住宅区
的雨污排放问题，切实提高小区居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三亚农投集团
将“南新东一区居民住宅区雨污水
管网改造工程”纳入“我为群众办实
事”任务事项清单之一，重点组织推
进，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事

项。在前期通过组织人员对小区及
周边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后，三亚农
投集团制定专门改造方案，组织专
业人员进行施工改造。目前工程已
全部完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亚农
投集团坚持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工
作是否做实的评判标准，解决群众

“急难愁昐”事项，结合“制度建设年”
“作风整顿建设年”和“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专项活动，真正把办实事
的成效体现在工作势头上，体现在群
众生活品质改善上，切实把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的积极动力。

三亚农投集团

改造雨污水管网 居民生活“清亮”起来

改造现场。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通上加通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您好，请
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事项”“您好，我想
咨询下我们公司的相关证件什么时
候能办理好”这是近日三亚市政务服
务中心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组织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文明礼仪教育“五进”暨道德讲
堂上的一幕。

活动邀请海南省礼仪协会专家、
三亚市委精神文明办讲师团成员饶
雪玲进行授课。饶雪玲以“不忘初
心 勤政为民”为主题，结合政务服务
窗口工作实际，从“礼仪的力量”“坚
定信念”“忠于国家”“服务人民”“依
法办事 公正廉洁”五个方面进行讲
授，并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窗口服

务模拟演练，对参训人员进行了实操
训练，引导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文明礼
仪规范，提高与办事群众的沟通技
巧，营造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特色鲜
明的政务服务文化氛围，打造国际化
营商环境，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
便、更快捷、更舒心。

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形式新
颖，内容贴近窗口服务岗位实际，对
提升服务质量有很大帮助。大家将
以全新的精神风貌，树立新形象，展
现新作为，积极营造良好的政务服务
环境，助推政务服务工作再上新台
阶。

市政务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培训

塑窗口形象 展政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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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
在三亚实现“买全球”

“卖全球”

“我们将走‘跨境电商+’的特色
发展思路，朋友们到三亚来或通过
三亚的跨境电商平台，就能够实现

‘买全球’‘卖全球’。”市商务局局长
黄微莉介绍，海南离岛免税是构建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金字招牌”，
随着离岛免税新政的实施，过去一

年三亚离岛免税消费金额达到 260
亿元，较上年相比翻一番。目前，三
亚正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建设，走“跨境电商＋旅游”、“跨
境电商＋直播”等“跨境电商+”的特
色发展思路，每年投入 4000 多万元
扶持相关产业发展，未来的消费市
场将呈现离岛免税、岛民免税和跨
境电商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态势。
黄微莉表示，欢迎优秀的企业参与
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分享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和
红利。

■三亚中央商务区：
在世界行走 为三亚停留

“三亚 CBD 是年轻的、时尚的、
有国际范儿的，特别是在海南自贸
港背景下打造的。”三亚中央商务区
管理局副局长陈默这样向广大网友
介绍。作为海南自贸港 11个重点园
区中唯一一个以 CBD 命名的园区，
成立一年多来，三亚中央商务区一
改人们对 CBD 的传统印象，吸引了
1000 多家企业、1500 多名青年人才

集聚，构建了以总部经济、金融服
务、现代商贸、游轮游艇为主导，专
业服务和文化休闲为支撑的产业体
系。“我们为更好地三亚而来。”作为
一名新三亚人，陈默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来三
亚，选择来海南自贸港，园区为企业
打造了高端的商务办公环境，一流
的商业设施，在工作之余可以尽情
享受这里的阳光、空气、沙滩。“在世
界行走，为三亚停留。”他代表园区
欢迎全世界的青年朋友来三亚投资
兴业。

热上加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