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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符府）连日来，三亚
市投资促进局（以下简称：市投促局）依
托“晨学课堂”机制，利用“工作日清晨
半小时”组织开展全员学习，旨在进一
步解决干部员工“本领恐慌”，提升基础
能力和专业能力，着力打造一支本领过
硬、素质过硬、能打硬仗的招商团队。

自 2020 年 7 月起，市投促局利用
每个工作日的 8时 30 分至 9时作为晨
学时间，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产业新
政”“招商新知”等多项内容，通过专题
集中自学、专题学习研讨等形式开展
学习。同时，结合学习主题设置相应
虚拟场景进行模拟演练，转“灌输式”
为“互动式”，强化业务培训，使理论学
习与问题解决并重。

“‘梅村产业园详细规划及产业布
局’‘跨境电商首单制流程’等主题的一
系列与三亚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知识，
一直是‘晨学课堂’中的热门课程。”市

投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市投促局还通
过“请进来”“线上学”等方式，结合当下
产业热点，灵活利用国内名师资源和线
上高质量网课资源，今年以来相继开展
了《“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碳交易
小知识》等专项学习，进一步提高工作
人员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晨学课堂’中的招商引资主题教
学，对我们提高专业知识能力、拓宽眼
界格局、加深金融知识融会贯通有很
大益处。”招商专员符丹蕾认为，“晨学
课堂”内容有趣、形式生动，把许多门
槛较高的金融知识充分结合三亚招商
引资工作实际，拆解成模块化知识点
开展教学，有效帮助工作人员提升自
身专业素质，切实达到理论有收获、业
务有提升、工作有促进。

截至目前，市投促局“晨学课堂”共
开展晨学 431 次，累计学习 534 个课
时，开展晨学考核68余场。

市投资促进局：

依托“晨学课堂”培养三亚招商尖子

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三亚日报 宣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3 月 22 日上
午，共青团三亚市委七届四次全体（扩
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共青团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共青团海南省委七届七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总结2021年工作，安
排部署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2022 年共青团三亚市
委将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团，开展“喜
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着力提升青少年
思想政治引领的针对性、实效性；开展

“百年筑梦 强国有我”庆祝建团100周
年主题活动；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建立多方联动、积极参与的
疫情防控应急青年志愿服务机制。

共青团三亚市委将积极响应国家
“双减”政策，试点开展青少年周末（假
期）社区托管行动；重点打造青年街区
项目，加强与“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
筑梦大道”联系互动；推动“能力提升
建设年”活动取得实效，着力锻造一支
高水平的团干部队伍；构建青少年工
作领域人才认证体系，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做好人才储备支持；不断完善三
亚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助推
青年就业创业。

据悉，2021 年共青团三亚市委被
省委省政府记“一等功”，被评为海南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第二十七届“海南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海南希望工程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一等奖。

共青团三亚市委七届四次
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3 月 21 日，三亚市铁炉港
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现场，数
台挖掘机正在海边进行平整
施工，准备在滩涂造林地补植
红树林。

据了解，该项目于去年 10
月启动，建设总规模为 600 亩，
包括对现状地形修复与改造，
抚育和管护现有红树林 164.2
亩，滩涂地造林补植 101.5 亩，
宜林养殖塘恢复造林 111.0 亩
等，该项目周期为 2 年，将进
一步促进铁炉港保护区红树
林及湿地生态系统有效恢复，
重点改善保护区核心区域红
榄 李 古 树 群 生 境 与 濒 危 状
况。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现在可回收物积分可以在村子
里的再生资源兑换超市兑换商品
了，家里的可回收物装满桶后就可
以打电话预约上门收运。”3月 22日
上午，天涯区过岭村村民兰嘉凤高
兴地对记者说。

“等值回收”提高参与
积极性

记者当天在过岭村看到，这里每
个院子里都有一个蓝色可回收物
桶。“这样一桶可换取 800 左右积
分，1 公斤瓶子可以兑换 140 积分，
相当于 1.4 元，等值兑换无中间商赚
取差价，与再生资源终端回收的价

格一样，回收单位讲信用还很方便
我们，大家都愿意赶这波垃圾分类

潮流。”村民高芸霞说。

为满足广大群众的生活需求，天

涯区垃圾分类推进小组(天涯区环卫
所下属机构)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

从今年1月起，在天涯区试点推行草

木优选——农村合作商户模式，目
前已在天涯区过岭村等 6 个农村及
1个美丽渔村（西岛社区）实施开展，
并进一步丰富商品种类。

天涯区垃圾分类推进小组负责
人称，村民预约上门收运可回收物
会获得相应积分，便可到本村（社
区）指定的商户挑选商品，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即可成功支付并扣除积分

获取大米、食用油、日常用品等商
品。

“绿色消费”焕发乡村
新气象

“我每天都会花几分钟进行垃圾
分类，不仅能减少污染，还能换回生
活用品，很有意义。”过岭村一位村
民告诉记者，他希望和大家携起手
来，共同营造更清洁、更绿色、更文
明的卫生环境。

过岭村委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部分村民兑换商品后，吸引更多
村民参与进来。同时，农村合作商
户会积极向村民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天涯区过

岭村等 6个村（社区）的合作商户积
分线下兑换已完成287单，可回收物
预约上门收运单数累计完成913单，
重量达 38714.048 公斤，可回收物预
约上门收运单数月均300余单。

天涯区环卫所所长廖树蕾表示，
该区将结合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
况，不断优化积分消费模式，形成可
回收物收运链条，提高广大群众参
与积极性，助力三亚“无废城市”建
设，焕发乡村绿色文明新气象，为形
成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奠定坚实基础。

天涯区过岭村:

“小积分”让垃圾分类“活起来”
本报记者 黄世烽

三亚铁炉港红树林
生态修复项目加快推进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3 月 20 日，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三亚中心医
院科教楼举行岗位大练兵活动，全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80名全科医生参
加活动，进一步加强三亚市基层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全科医生服
务能力和水平。

当天特聘请具有多年医疗卫生从
业经验的专家教授，通过理论和演练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
理论知识，手把手地进行操作示范，全
面强化全科医生配合协作能力，提高
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临床实践操作技能
和业务水平。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岗位
大练兵和技能竞赛，既巩固了基本功，

又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今后将立足
岗位，更好地服务辖区群众。

据悉，市卫健委正大力开展“能力
提升建设年”活动，全委将以提升干部
综合素质和能力为重点，以大培训、大
练兵、大比武为抓手，常学习，转作风，
强本领，促进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此次培训活动就是大练兵中
的一项重要举措，从 3 月开始至 12 月
结束，每月将举行不少于 2期培训，分
领域、分类型、分对象实行差异化培
训，以比促训、以赛促练，着力锻造全
面推进健康三亚建设的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为健康三亚高质量发展凝
聚奋进力量。

市卫健系统：

以岗位大练兵促能力大提升

本报讯（记者 黄珍）3月 22日上
午，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 2022 年度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召
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刘耿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九届中央纪委
六次全会、省纪委七届六次全会和市
纪委八届二次全会精神，全面总结市
人大常委会及机关2021年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2022年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班
子成员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中央、省委、
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为抓手，按照

“四个机关”的定位和要求，将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在三亚人大各项工作中
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要强化责任担

当，夯实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强化领导干部示范表率作用。

会议要求，要认真开展党风廉政
教育，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筑牢
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做到以案促改、
以案为戒，以“忠诚、干净、担当”践行
初心使命。要坚定不移纠“四风”，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问题导向，将
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到具体解决问题

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打造清廉三亚作出人大应有的贡
献。要认真按照省委、市委“能力提
升建设年”和市委“制度执行年”有关
要求，结合人大实际，不折不扣抓好
贯彻落实，不断提高市人大常委会及
机关自身履职能力。

荣延松、黄志强、张长丰、王晓、
符婉、陈向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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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造清廉三亚作出人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