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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今年以
来，天涯区梅村村由点及面推进整治
提升人居环境，农村改厕、污水管网
改造等基本完成，使得乡村更美丽更
宜居，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乡村要振兴，环境要整洁。”天
涯区梅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郑
鸿浩告诉记者，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
以来，与梅村村“两委”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始终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驻村过程，乡村振兴工作队通过
走访调研，发现梅村村辖区内仍存在
卫生死角、生活污水排放设施不够完
善、秸秆焚烧等问题。针对以上问
题，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两委”积极
协调村包点单位——天涯区区政府
办公室，制定治理方案。一方面加大
环境整治资金、设备和人力的投入，
加大宣传力度，建立日工作报告制
度；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和动员村民

一同参与到打扫庭院、清除死角、门
前“三包”、垃圾分类等环境整治工作
中来。今年以来，全村共发动党员群
众共计 2200 余人（次），组织清洁车
辆 280 余台（次），清理生活垃圾 122
吨，清理疏通村内沟渠近12公里。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还与村“两
委”成员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利用张贴宣传海报、入户发传单、
村小组广播、各小组文化室拉横幅、
LED屏显示等宣传手段，动员广大村
民积极投身到环境整治行动中，让大
家认识到卫生好了，环境才能好，大
家居住才舒适，百姓的精神风貌才能
容光焕发，才能更有信心推进梅村村
经济的发展。

“梅村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旁
观者，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人居环
境整治也不是一蹴而就，好的人居环
境需要大家长期共同努力维持。”郑
鸿浩表示，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和有力保障，而有效的乡村治
理，就是建设文明乡风的过程。

天涯区梅村村：

整治人居环境 梅村变“美村”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三
亚市政务中心人才政务服务“单一窗
口”完成了 2021 年三亚市引进人才
住房租赁和购房补贴第八批的受理
工作，共受理32家单位290人申请住
房租赁和购房补贴申请，发放住房补
贴总额 343.30 万元，其中 1：1财政拨
付212.55万元。

据悉，2021年三亚市引进人才住
房租赁和购房补贴第八批惠及 32家
单位 290人，其中 4家事业单位的 50
人申请住房补贴，全额拨款 81.80 万
元；28家企业单位的235人申请住房
补贴、5人申请购房补贴，发放总金额
261.50 万元，按 1：1 财政拨付 130.75
万元。

“目前，第八批住房补贴已经全
部发放，第九批住房补贴名单已完成
在线公示，进入复核阶段，复核无误
后将由三亚市财政局发放住房补
贴。”据人才政务服务“单一窗口”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第十批住房补贴名
单正在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官网进行在线公示，公示结束后会

对名单进行复核。
8 月份，在职业技能及专业技术

人才引进方面，人才政务服务“单一
窗口”共受理 7人的职业资格证书鉴
定材料，其中技能项目类别有：中式
烹调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汽车
维修工、汽车修理工、眼镜验光员；受
理38人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在网上
提交申请材料，收到短信和电话通知
后到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面见
受理，两个工作日后就通知领证，很
方便。”近日，南非籍 Paulsen 女士在
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才服务“单一
窗口”的外籍人才“联审联检”窗口顺
利拿到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工
作类居留许可”。外籍人才“联审联
检”窗口通过推行网上申办、联审联
办和容缺受理，着力提升涉外公共服
务水平，帮助外籍人才更快、更好地
融入三亚。

外籍人才“联审联检”窗口由三

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窗
口与三亚市科工信局外专窗口组成，
于今年 6 月底进驻市政务中心人才
政务服务“单一窗口”，主要为外籍人
士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居留许
可”。

据外籍人才“联审联检”窗口工
作人员介绍，该窗口未进驻市政务中
心前，外籍人士办理“外国人工作许
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需要先
在“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上提交材料，拿着纸质材料到市科工
信局外专窗口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再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签证窗口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往
往需要在两个部门之间来回跑，耗费
不少时间和精力。

目前，外籍人士在网上提交材料
并收到受理通过短信和电话后，就
可带着护照前往外籍人才“联审联
检”窗口进行面见受理居留许可材
料，待市科工信局外专窗口审批决
定并制“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后，再
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大
队审批制“居留许可证件”，最快两
个工作日就可领证，大大缩短了办
件时间。如果申办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的外籍人士属于外国高端人才

（A 类），工作居留许可还可以实现
“当场受理、当场发证”。同时，为避
免因申报材料不齐让外籍人才多次
跑，上述事项还实行“容缺受理”模
式，由窗口先受理，申办人再补充材
料。

据统计，截至 9 月 15 日，外籍人
才“联审联检”窗口累计办理“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77 件次，“工作类居留
许可”44件次。外籍人士在网上申办
业务时如遇到问题，可拨打市政务中
心外籍人才“联审联检”窗口电话咨
询（签证窗口：0898-38212532，外专窗
口：0898-38212524）。

三亚实行网上申办、容缺受理模式

“外国人来华工作、居留许可”
最快两个工作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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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作风整顿建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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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庞
德斌）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
纪律和规矩，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成果，营造清正廉洁的节日
氛围，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三
亚市纪委监委近日通报了三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一是三亚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
原公墓管理科科长钟爱华违规吃
喝、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发放福利等
问题。2016 年到 2021 年 3 月，钟爱
华在任三亚市仙逸园管理所所长、
三亚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公墓管理
科科长期间，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

象宴请，并多次收受礼金共计 14888
元。2015 年至 2017 年，钟爱华担任
三亚市仙逸园管理所所长期间，私
设“小金库”，将承接业务利润等 22
万元用于违规发放节日福利。钟爱
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1 年 8 月，钟爱华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涉
嫌犯罪问题已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

二是三亚中心医院原办公室主
任孟卫红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2015 年至 2018 年春节和中秋节，时
任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孟卫红先后 7
次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共计价值
1.7 万元的超市购物卡。2021 年 8
月，孟卫红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警告
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三是三亚市国宏市政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关方违
规操办喜庆事宜问题。2019年 5月，
时任市国宏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保障性住房办公室主任兼党群工作
部副经理关方，通过口头和发请帖等
形式，邀请其公司部分同事及退休职
工大约 20人参加其父亲在乐东老家
举行的新宅升梁仪式。新宅升梁仪

式当天，关方在乐东老家摆设酒席，
并收取受邀人员给予的红包共约
8000 元，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2020 年 12 月，关方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市纪委监委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要引以为戒，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
励，永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和党
的领导干部要自觉扛起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以党史学习教育和“作风整
顿建设年”活动为契机，持之以恒纠

“四风”树新风，推动作风整顿建设不
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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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发放第八批引进人才住房租赁和购房补贴
惠及32家单位290人

三亚通报三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涉及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喜庆事宜

本报讯（记者 黄珍）9 月 17 日，
海南省首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驻家
社工”培训结业仪式在三亚市吉阳区
榆亚大社区举行，22 名“驻家社工”
学员顺利结业，获颁结业证书。

精神障碍康复者亲近人员通过
培训和指导，具备一定居家康复照护
的社工技能，能帮助康复者进行居家
康复，因此被称为“驻家社工”。今年
7 月 8 日，吉阳区榆亚大社区精神健
康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成立，系三亚
首家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站，依托
榆亚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通过
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
方式，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专业康复
等服务。

榆亚大社区精神健康社会工作
服务站以“驻家社工”为品牌，邀请三
亚市皮肤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
专科医生、社会心理行业专家及深圳
资深社工督导，开展精神疾病知识讲
座、服药知识讲座、健康管理讲座，提
高家属照护技能，帮助一批康复者家
属认识精神康复的重要性，解决康复

者家属“照顾难”等问题。
“我明显感受到在与女儿相处的

过程中，冲突减少了，女儿的情绪和
精神面貌也有了明显的改变。”精神
障碍康复者家属刘妈妈说，参加“驻
家社工”培训，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精
神疾病的知识，对于女儿的疾病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能帮助母女俩更好地
沟通。

三亚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作为榆亚大社区精神健
康社会工作服务站运营方，在“驻家社
工”专业培训结束后，将通过居家康复
自理能力训练、生活适应性训练等方
式，令“驻家社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帮助精神障碍康复者在家也能享受康
复服务，实现服务“零距离”。

据了解，目前三亚市精神障碍康
复者超3000人，榆亚大社区精神类持
证残疾人91人，占比较高。吉阳区民
政局负责人介绍，在榆亚大社区开展
社工与“驻家社工”“双工”联合的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试点工作，获得一定经
验成果之后，将向各社区推广。

海南首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驻家社工”结业

精神障碍康复者实现居家康复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9月 18日
晚和 9月 19日晚，“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2021年天涯区文艺演出活动
分别走进三亚回族同胞聚集区——
回辉社区、回新社区，精彩纷呈的节
目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文艺大餐。

9月 18日晚，记者在回辉社区看
到，演出在舞蹈《党旗颂》中拉开序
幕，演员们通过舞蹈传达出了朝气蓬
勃的精神面貌，鼓舞了每一位现场观
众。随后，对唱《花好月圆》、多民族
舞蹈串烧《绚烂多彩的民族》、情景表
演剧《同住一座城 共爱一个家》等精
彩节目轮番上阵，博得了现场观众一
阵阵喝彩声、鼓掌声。

为引导社区居民了解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应知应会知识，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党史学习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台晚
会还融入了“党史、精神文明创建与民
族团结进步知识”有奖抢答环节，现场
观众积极参与抢答，热情高涨。

主办方称，活动旨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深入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同时，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广
大人民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颂
党恩、传党情，永远跟党走，为三亚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贡献天涯力量。

天涯区文艺演出活动走进回族同胞聚集区

文艺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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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族之花精彩绽放Sy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迈
点研究院发布 2021 年 8 月高端酒店
竞争力100强榜单，三亚共有13家酒
店上榜。榜单显示，三亚·亚特兰蒂
斯酒店位列榜单第九名。三亚本月
新增 2家酒店上榜，分别是三亚维景
国际度假酒店和三亚四季海庭酒店，
分别位列第70名和第99名。

聚焦城市来看，8 月上榜百强酒

店主要分布在三亚、广州、澳门、成
都、苏州、上海、南京、西安等城市。

据 悉 ，迈 点 酒 店 竞 争 力 指 数
（MCI）通过监测单体酒店在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的用户点评、企业运营
数据，用以反映一段时期内的酒店运
营力和客群喜爱度，可为企业及行业
相关人士进行运营决策、市场分析判
断提供参考。

8月高端酒店百强榜单发布

三亚13家酒店上榜

别样中秋假期
9 月 19 日中秋假期第一天，2021 年三亚市

轮滑公开赛开赛 ，来自全市 60 多个家庭参
赛。每组家庭首先由家长完成跳绳、走指压板
等内容后迅速给孩子佩戴装备，孩子快速滑行
半圈，侧蹲、收摆腿、绕弯。参赛选手年龄最小
的仅四岁多。

近年来，三亚大力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区建设，体育设施日趋完善、健身氛围日益浓
厚，吸引众多赛事相继落地。通过体育消费
试点城市的建设工作，有效带动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的蓬勃开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的深度融合，开创全民运动健身的新局面。

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杨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