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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0 月 20 日上午，三亚市民政局
2021年第三期“微心愿”认领颁奖仪式
在三亚湾党群服务中心举办。

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主办，市困难
群体服务中心、中共三亚社会组织委
员会协办。

全年开展4期“微心愿”活动

今年以来，市民政局、市困难群体
服务中心联合三亚日报、三亚广播电
视台共同推广“微心愿”品牌项目，通
过策划宣传加大品牌的知晓度，带领
更多爱心企业和个人参与，全年以季
度为单位，开展 4期“微心愿”活动，帮
扶更多有需要的困难家庭。

目前，前两期已推出“予爱·暖‘她
’”妇女主题、“助‘蕾’同行”儿童主题

“微心愿”活动。
第三期“微心愿”以“崇‘老’向善”

为主题，关爱独居、孤寡老人等困境长
者，帮助他们圆心中的小小愿望。

为确保每个微心愿都是长者最真
实、最实在的需求，第三期“微心愿”自
7月底启动以来，市民政局、市困难群
体服务中心以各区 60岁以上困难、孤
寡独居、高龄长者为重点，采取入户走
访、电话咨询等方式了解他们所需所
盼，收集他们的“微心愿”。

市困难群体服务中心主任阮江慧
介绍，活动共收集 60 余个“微心愿”，
对征集回来的“微心愿”，他们会及时

上线“微心愿·民政”小程序，加大媒体
宣传，并发动社会爱心企业、机关单
位、党员和爱心人士采取“一对一”或
者“多对一”的形式认领“微心愿”。

据了解，接下来即将启动的第四期
“微心愿”以“有‘家’有爱”为主题，主
要征集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边缘家
庭等困难家庭的心愿。

60余名老人“微心愿”梦圆

今年9月，家住榆红村委会的苏阿
公迎来了一件喜事——挤满杂物的房
间里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74岁苏阿
公是村里的特困老人，他说添置一部
电视机，是他最渴望的一项生活需

求。通过市民政局“微心愿”活动，爱
心人士蒙飞认领了苏阿公的心愿，在
电视安装后，苏阿公可以看看喜欢的
电视节目，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蒙飞是一名“95 后”创业青年，在
此次第三期“微心愿”活动中，他陆续
认领了40户老人的心愿——认领的这
些心愿有电饭煲、收音机、衣服、小冰
箱，也有煤气灶、轮椅、床和衣柜。“我
奶奶生前曾因中风住院，我在病床前
照顾她一年多时间，通过亲身经历与
老人的相处，我能理解老人的不容易，
希望对老人更多包容和耐心。”蒙飞
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帮助
别人是一种福气，他会继续坚守这份
公益事业。

通过三亚市民政局呼吁社会力量
主动认领“微心愿”，52岁的盲人琼莉
拥有了一台小型收音机，可以“听”到
外面的声音，点亮了她的世界；一台崭
新的轮椅，让 85岁特困老人董阿婆实
现双腿“自由”，在家人的帮助下，她可
以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的空气；有了电
饭煲，插上电就可以做饭，特困老人莫
阿公就不用生柴火煮饭，提升了老人
的幸福感。

“我们过去也一直有参与公益慈善
活动，每年敬老月也会有涉及敬老爱老
的志愿服务。”海南福港远洋渔业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林心达表示，从市民政

局“微心愿”第一期至今，我们已为 30
户困难家庭点亮“微心愿”，期间我们能
明显感觉到，有一个集聚爱心的平台进
行爱心物资配备，能让社会爱心用到实
处，我们期待今后能更多参与“微心愿”
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三亚市困难群体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后三亚将继续开展微心
愿认领活动，呼吁社会共同参与，市民
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微心愿·民政”，查
看心愿故事，帮助她们圆梦，还可直接
联系三亚市困难群体服务中心认领心
愿，联系方式为：0898-88236630。

（黄珍）

三亚市民政局2021年第三期“微心愿”认领颁奖仪式举行

60余名老人“微心愿”梦圆

离岛免税购物已成为了三亚旅游
市场的强力“推进器”。记者了解到，
随着旅游旺季的逐步临近，三亚各免税
店相继开启“预热”模式，推出了丰厚
的促销优惠和精彩活动，助推三亚冬季
旅游市场升温。

香水化妆品 3件 7折、部分商品低
至 3 折、进店再送 3000 元优惠券大礼
包，此外活动期间全场商品均享折后积
分……近日，三亚海旅免税城开启了三
重福利预热“双十一”，给消费者带来
了不少惊喜。

“没想到国庆之后海旅免税城还有
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3件 7折叠加

购物券和满减后，差不多等于专柜价的

4 折!”10 月 16 日，正在海旅免税城购

物的孙女士对此次购物之旅表示十分

满意。

“不只是在节假日，平时海旅免税

城也会推出各类优惠活动，让消费者真

正获利。”三亚海旅免税城相关负责人

介绍，海旅免税城目前已经引进了720

余个国际品牌，其中有160多个品牌是

首次进入到离岛免税市场，包含了 68
种广受消费者青睐的小众香水及化妆
品，大大提升了商品丰富度和顾客购物
的选择度。

10 月 16 日，第三届中免海南离岛
免税年终盛典揭幕，一场为期近三个月
汇聚全球精品的免税购物盛宴开启，为
年底的免税购物热潮添上了“一把热
火”。据悉，中免海南离岛免税年终盛
典已成功举办两届，是中免集团在海南
传统旅游零售旺季促进离岛免税销售
的重要购物节庆。

本届离岛免税年终盛典从10月 16
日持续到 12月 31日，中免集团将携手
旗下三亚国际免税城、三亚凤凰机场免
税店等五家免税店线下线上商城以及

众多品牌，荟萃奢享精品，为消费者呈

现限量臻品，一系列精彩活动将轮番上

演。此外，除精彩纷呈的各类活动外，

中免集团旗下海南各免税店还将接连

推出大幅度的优惠促销回馈消费者。

其中三亚国际免税城联合众多时尚品

牌开展 10月份积分活动，多达46个品

牌推出满额赠积分活动。值得一提的
是，第二届“钟表与奇迹”高级钟表展
线下展馆已于 9月 28日在三亚国际免
税城启动，云展馆也在 10月 16日搭载
于新版会员小程序中同步上线。

“从免税店一楼拾级而上，整个场

景如同从海底回到了海面，进入一个梦
幻般的场所，这个设计很别致。”正在
购物的顾客黄女士表示，到中服三亚国
际免税购物公园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
购物，这种海洋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更像
是加入了一场奇妙旅行。

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游玩。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预热”冬季旅游旺季

三亚各免税店推出多重优惠
本报记者 李少云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为进一
步规范全省公路工程招标投标工
作，实现项目招投标工作全流程电
子化，近日省交通部门就推进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电子标印
发工作通知，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
起在我省推行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招投标电子标。

招投标电子标适用于省及各市
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区中心开展
招投标活动的政府投资公路工程
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施工
监理招标投标必须使用电子标；代

建、设计施工总承包、试验检测等
与公路建设工程有关的招标投标
等。

省交通部门要求，各单位要从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优化营商环境的高
度，充分认识公路工程项目招投标
工作全流程电子化的重要作用，认
真抓好项目招投标工作全流程电
子化工作。此外，要严格按照国家
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推进公路工
程建设项目全部进入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集中交易。

12月1日起

我省推行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招投标电子标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0 月 20 日
上午，三亚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党建服务
品牌创建经验交流会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举行。会上，对三亚市人大机关党
委、市政府办第一支部等 10 个市直机
关党建服务品牌进行命名授牌。

市民政局机关党委、市政务服务中
心机关党委等 4 个党组织和市发改委
机关党委等6个党组织分别作了现场和
书面创建经验交流，这些党建品牌的创
建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和海南自贸港建
设，涌现出一批司法为民、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和履职为民等党员先锋，充分展现

品牌创建强大的引领力和凝聚力。
会议指出，在市直机关开展党建

服务品牌创建活动，是市直机关全面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
党建引领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抓手,全
面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质量+示
范”建设，积极打造党建服务品牌，并
结合推动三亚党史学习教育、“制度建
设年”、“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行
动等办实事、开新局，着力推动解决机
关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问题和
基层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发挥
品牌示范带动效应，切实将党建服务

品牌创建过程转化为推动机关党建工
作高质量水平提升过程，确保机关党
建走在前、做表率。

当前，全市正在大力推进以党建引
领自贸港建设。

会议要求，机关党建品牌创建工作
务必与积极打造“模范机关”、创建“最
佳组织生活范例”、优化党支部规范化
示范点建设质量等紧密结合，与制度集
成创新、改进作风、破解难题、高质量发
展紧密结合。希望被命名授牌的党组
织再接再厉、开拓创新,继续扩大和提
升品牌创建成果。

据了解，去年以来，三亚市直机关
工委切实履行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
设队伍、服务群众”任务，大力推进“支
部活动有特色、党建工作创品牌”活动，
有力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同
时，三亚市直机关通过提升机关党组织
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服务能力、战斗能
力、引领能力五个方面，有效推动党建
品牌创建工作。

经验交流会还现场观摩了三亚市
人大机关党建品牌创建工作做法和市
政务服务中心机关党委“五个一”党建
工作开展情况。

推动创建基层党建品牌

10个市直机关党建服务品牌获命名授牌

2021年三亚市引进人才住房租赁和购房补
贴第九批、第十批受理工作完成

205名人才
领到257.55万元住房补贴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

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才政务服
务“单一窗口”陆续完成了 2021 年
三亚市引进人才住房租赁和购房
补贴第九批、第十批的受理工作，
累计受理 37 家单位 205 人的住房
租赁和购房补贴申请，发放住房补
贴总额 257.55 万元，其中 1：1 财政
拨付165.475万元。

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在申
请住房补贴时，如遇问题可拨打三
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才政务服务

“ 单 一 窗 口 ”服 务 电 话（0898—
38219496）进行咨询；已申请住房补
贴的人员可登录三亚市人社局官
网，在“信息公开”板块的“通知公
告”查询公示名单。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林林）
10 月 19 日，记者从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了解到，2021年崖州古城文化
节将于10月 29日启幕。

本次活动将围绕“这Young很
崖州”的主题，奏响“传承焕新”的
主旋律。聚焦传统文化、国风时尚
爱好者，融贯古今，探讨新时代崖
州的文旅价值，打造符合年轻人审
美的崖州国潮盛宴。

据了解，在为期三天的活动
中，共设置了六大版块的内容，分
别是文旅国际高峰论坛、保平村沉
浸文化之旅、国潮世代国风秀典、
保平村国风雅集、潮聚东方大赏及
学童开笔礼活动。全方位覆盖旅
游客群、年轻客群、亲子家庭及当

地市民的实际需求，将使文化认同
与民族自信得到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活动将邀请致力融
合创新发展的非遗传承人作为本
次活动的重量级嘉宾，带领现场参
与者学唱红色民歌，用歌声演绎历
史名村的古韵魅力和红色文化。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活动将崖州保平村作为
一个推广重点。作为三亚著名的

“美丽乡村”，保平村至今还完好地
保存着大量明清古宅，是崖州最具
代表性、集中度最高的古代民居建
筑群，早在 2010 年就荣获“国家历
史文化名村”的称号。保平村的发
展成为三亚市政府响应政策号召，
推动旅游乡村振兴的典范。

三亚崖州古城文化节
本月29日启幕

本报讯 10 月 19日，育才生态
区宣传统战部全体帮扶责任人冒
雨到抱安村一组，对 14 户黎族建
档立卡户开展入户走访。

在区工委宣传统战部部长庞
小虎的带领下，各帮扶责任人分头
行动，入户走访各自的帮扶农户，
召开家庭会。他们详细询问脱贫
黎族群众的身体及生活状况，尤其
是今年第 18号台风“圆规”带来的
损失情况和目前存在的困难，共商
致富策略，勉励建档立卡户进一步
坚定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奋进的
信心和决心。同时宣传党和政府
的各项政策，提高群众对政策的了
解和满意度。

据悉，开展入户走访家庭会议
活动，旨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
攻坚成果，切实解决黎族群众的实
际困难。

在建档立卡户王文先家，帮扶
责任人了解到王文先家现有橡胶
35亩，槟榔10亩，在村里的公益岗
位上班，月工资 1800 元，养老金每
月 360元，全家 2人，今年收入 2万
余元。

75 岁的老阿公用不太流利的
普通话激动地说：“这一切都是党
的好政策带来的，我从内心里感
谢党和政府，感谢帮扶单位和帮
扶责任人为我解决了家里的实际
困难”。 (高宝勤）

育才生态区宣传统战部：

帮扶责任人冒雨走访
黎族建档立卡户

负氧离子 1308 个、空气温度 27°
C、相对湿度82.8%……近日，由三亚市
政府牵头，海南融盛置业有限公司出
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联合共建的三
亚首个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站建成
投用，各项监测数据跃然“屏”上，标志
着该观测站开始向社会提供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观测站的建设采用
“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
共联共建的模式，创新探索建立现代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机制，将有
效服务三亚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创新建立现代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

三亚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站位
于天涯区台楼村南岛国家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暨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基地内，其
目标任务是以全国自然资源区划及区
域气候地理环境为依据，通过了解区域

自然资源禀赋状况，聚焦各类自然资源
的数量、质量及变化动因，以生态保护
修复监测评价为需求导向，科学选定
观测点位、合理布局观测装备、系统构
建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建立海南岛
首个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平台，并
以南岛为起点逐步铺开海南岛全国自
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网络。

观测站的建成投用，将有力支撑
三亚南岛片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生态修复效果评估，并依托观测站的
数据成果，为三亚参与“碳交易”“碳达
峰”“碳中和”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将
为全国探索这一创新体制机制提供“三
亚经验”和“三亚样本”。

打造自然资源调查观测
监测的全国样板示范

为何选择在三亚建立观测站？中
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调查指挥中心

高级工程师刘晓煌介绍，三亚南岛国家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暨自然资源生态修
复基地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环境良
好，有创新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体制机
制。观测站的建立，将有效服务三亚生
态文明建设，探索现代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监管体制创新和示范。

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大
胆探索系统调查-观测试验-预测模
拟-监测预警“四位一体”业务体系、天
空地协同同步观测以及尺度转换技术
体系试点，打造自然资源调查观测监测
的全国样板示范。这些试点示范和探
索创新，必将为三亚乃至全国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理论技术研究和系统治
理能力提升产生影响。

力争形成三亚“生态文
明”品牌

“观测站的建立，将为三亚南岛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暨自然资源生态修复
区域的不同生态修复措施和生物多样
性的变化等进行监测和评估提供科学
依据。”三亚市政协委员、海南融盛置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明贤说，海南融盛置
业计划至2022年底，再投入资金3亿元
用于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

据悉，三亚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
站的建立，将为三亚市自然资源管理、
生态保护修复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
要数据支撑，也将为全国探索政府、企
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联合开展自然
资源环境生态的保护修复效果观测监
测体制机制，构建资源-生态-环境系
统调查-观测-预测一体化业务体系，
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试点、示范。

三亚计划将政府、企业、事业单位

产学研、资源-生态-环境系统观测、调

查-观测-预测-监测四位一体的业务

体系等试点示范，纳入省部示范范畴，

力争形成三亚“生态文明”品牌。

“政府＋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共联共建三亚首个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站

三亚探索建立
现代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机制

本报记者 符吉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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