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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天气，要做好安全防
护。”“危房改造报建材料要尽早
提交，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7
月 1 日，受台风天气影响，三亚
下起了雨，在崖州区临高村，网
格员陈曾轼还在忙着走村串户，
了解危房户台风期间安置情况。

1995 年出生的陈曾轼是崖
州区保平村人，是一名预备党
员，年纪不大，干起事来是一把

“好手”，其在职期间一直以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总
能高效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任
务。作为网格员，他始终坚持以
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态
度为居民解决难事，让自己成为
百姓的暖心人。

“我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帮群
众 申 请 房 屋 报 建 或 者 危 房 改
造。”陈曾轼说，群众工作无小
事，尤其在住房方面更是不能疏
忽。为此，他常常通过逐户走
访、微信沟通等方式了解辖区内
危房户的情况。

在一次走访中，陈曾轼了解
到辖区内村民曾天好（今年 6 月
去世）的住房倒塌风险大，但因

其家庭条件困难，无法自行建造
新房，前期村委会已经帮他们筹
集到爱心企业的资助，但因为邻里
纠纷，无法对破旧房屋进行拆除，
一直拖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为帮

助这一家人，陈曾轼多次入户了解
情况，并向相关部门反映相关情
况，希望让他们住上新房子。

“我们与村民之间的情感是
‘双向奔赴’的，我们倾听他们的

意见、关心他们生活，他们也愿
意把生活中观察到的事情分享给
我们。”陈曾轼说。

“ 年 纪 虽 小 ，但 责 任 心 很
强。”说起陈曾轼，他的同事、朋

友及村民总是这样夸赞。今年3
月，三亚发生了由输入性病例引
起的本地续发病例。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突发
新冠肺炎疫情，身为网格员的陈
曾轼顾全大局，义无反顾地报名
驰援吉阳区疫情防控工作，用使
命和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以实际行动落实防控任务。

疫情防控期间，陈曾轼在吉阳
区丹州社区居委会、港门村社区居
委会、大东海社区居委会等地参与
区域核酸采样工作。在采样现场，
他总是耐心解答群众的各类问题，
引导前来进行核酸采样的群众保
持安全距离排队，帮助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老人出示健康码，确保核
酸采样工作的顺利进行。

连续多日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总能看到陈曾轼的身影。他
每天坚守一线到凌晨，却从不叫
一声苦、喊一声累，始终走在战

“疫”的最前面，扛起责任，敢于
担当，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以自己的一言一
行践行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坚定信念。

崖州区临高村网格员陈曾轼：

立足“小网格”融入“微服务”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多个大社区开展“七一”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连日来，为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三亚多个大社区开展
庆“七一”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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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涯区过岭大
社区联合华丽村委会开展巾帼共谱“沐党恩 颂党
情”庆“七一”主题活动，数十名女性党员一起重温
入党誓词，表达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近日，吉阳区卓达大社区党委联合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吉阳分局等部门开展“迎七一·学党章 重温
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一起学习《中国
共产党章程》，并到丰兴隆党群主题公园党群服务中
心参观学习、重温入党誓词。

海棠区龙海大社区则通过开展迎“七一”主题
文艺晚会和开展系列活动，为辖区居民献上一场视
觉盛宴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
力和战斗力，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构建文明
和谐大社区作贡献。

爱心企业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郑智）近日，三

亚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三亚明佳园林环卫
集团有限公司，分成几组慰问组，分别走访慰问了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的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为他们送
去慰问金和慰问品，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身体状况怎样”“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每
到一户，慰问人员与党员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身
体状况、生活起居、子女就业等情况，听取老党员讲述
自己的过往经历，勉励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三
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本次活动是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庆祝建党101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三亚明佳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企业共建活动中，关
心和帮助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为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让党建重心“沉下去”，服务群众实起来。

海棠区全民阅读进机关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珍）7月 1日，由海棠区委宣传

部主办的“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海棠区全民阅
读进机关活动在该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全区各机
关单位4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

活动伊始，全体人员重温入党誓词，重忆入党
初心。在重走长征路有奖互动游戏环节，大家通过
玩游戏的方式感受红军长征途中的险象环生，传承
革命先辈的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

在《红星照耀中国》阅读环节，随着老师的深情
朗读，大家的思绪一下被拉回到那个红色年代，一
起探寻着 1936 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
的艰苦生活，真切感受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流
血牺牲的奉献精神。

随后，大家开始静静地阅读并分享读后感。大
家踊跃发言，畅谈心得体会，表示要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安定生活，多读书、读好书，充实精神食粮，丰
富精神生活。同时要充分发扬红军战士不怕辛苦、
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不负先辈使命，以实际行动
为推动海棠区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青春力量。

旅文行业红歌“快闪”颂党恩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7月1
日，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行业党委举办了一场特
别的快闪活动，来自海南中学三亚学校的 20 名学
生和旅文行业百名党员代表同唱一首歌，歌颂共产
党，礼赞新征程。

在蓝海购物广场和青春颂广场，学生及党员们
伴随着歌声从四面八方汇成队伍，齐声高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祖国》。一张张笑脸
饱满炽热，一面面党旗迎风飘扬，将现场渲染成一
片红色的海洋，嘹亮的歌声响彻活动现场。

在天涯海角景区天涯石前，学生和党员们挥舞
着党旗高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同时，由 101 名
党员列队共同手举 101块展板组成党旗，表达对党
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场面十分壮观，吸引了许多市
民游客围观和赞叹，点燃现场群众爱国之情，不少
群众自发加入合唱队伍，唱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和伟大祖国的赞歌。

本次快闪活动展现了身处新时代、新征程的旅
文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发广大党员群众及学
生的爱国热情，强化使命担当，进一步增强党组织
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
的斗志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海棠区老党员获颁纪念章
本报讯（记者 黄珍）日前，海棠区举办迎“七

一”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和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

活动现场，海棠区委书记、市现代服务业产业
园工委书记鲁正兰为黄宏德等 11名老党员代表颁
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72 岁的黄宏德是海棠区东溪村人，1970 年入
伍、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退伍后回到东
溪村担任村干部20载，曾任东溪村委会书记，他带
领村民修水利、修公路，鼓励村民发展农业生产，积
极传授水稻、芒果种植技术等，为村庄的发展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他表示，将继续发挥一名老党员的
模范作用，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力所能
及地发挥余热，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青年党员代表罗佳表示，将继续传承老一辈共
产党员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向老党员致敬、向
老党员学习，用实际行动诠释理想信念，赓续光荣
传统，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以饱满的
热情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悉，目前海棠区党龄达到50年的老党员共有
30名。

陈曾轼（左一）为村民讲解报建审批相关政策。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
日，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儋州
村社区专职消防救援站正式启
用，这也是三亚市今年十大为
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儋州村社
区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投入使
用，将进一步优化天涯区主城
区消防救援力量布局，提升三
亚主城区消防救援响应效率。

儋州村社区专职消防救援
站位于天涯区儋州村社区一巷
临胜利路路段，配有 2 台消防
车、12 名消防员，负责儋州村
社区及周边区域的消防安全工
作。该站投入执勤后，将承担
辖区内的灭火救援任务，协助
辖区内的火灾隐患排查、消防
宣传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文
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22 年度文化
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立
项名单，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无接
触”海岛旅游服务模式和管理机制
研究项目入选。

“无接触”海岛旅游服务模式
和管理机制研究是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廖民生研究员科研团队项
目，将系统分析海岛无接触旅游
服务模式相关科学理论、国际国
内发展态势、存在的体制机制问

题，以及无接触海岛旅游业的应
用趋势与政府治理、信息技术支
撑体系、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未
来发展预测与对策建议等。运用
大数据分析等跨学科的多维研究
方法，构建海岛无接触旅游服务

质量管理的量化指标体系，探索
海岛无接触旅游服务的效应提升
路径，提出海岛无接触旅游服务
的管理机制，为政府、商业机构、
行业协会和消费者提出政策建议
与决策参考。

2021 年 6 月，“海岛旅游资源
数据挖掘与监测预警技术文化和
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获批成立，是
我国首个面向海岛旅游、专门从事
海岛旅游大数据研究和应用创新
的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依托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主要开展海岛旅游
资源数据挖掘，海岛旅游目的地建
设、管理与营销，海岛旅游环境容
量，海岛旅游者行为与消费大数
据，海岛旅游危机事件舆情，海岛
旅游地质灾害，海岛旅游气象监测
与预警等方面研究。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近日，教
育部公示了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
获奖候选人名单，海南省共有38名
学生荣誉上榜，其中三亚市实验小
学张耘畅、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三亚学校叶佳怡 2 名学生位列其
中。

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 1994 年，

由国家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是我国义
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
面向全国在校中小学生，每两年评
选颁发一次，迄今已颁发了十四
届。

宋庆龄奖学金旨在大力弘扬宋
庆龄的崇高精神，为中小学生树立

可亲、可信、可学的榜样，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让中小学生从身边榜
样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
舞、汲取力量，引导和激励中小学
生从小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
劳动，爱党爱国爱人民，增强社会
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
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佳）近日，三
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联合海口海
事法院在海南国际游艇交易中心
开展“诚信兴商，你我共筑”主题
宣传活动，增强邮轮游艇企业法
律意识，营造诚信兴商氛围，促
进邮轮游艇产业链良性有序发
展。

本次宣传活动以主题沙龙方

式进行，包括普法宣讲、解答法律
困惑、提示法律风险、现场交流互
动等内容。海口海事法院法官结
合海事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向 29
家邮轮游艇公司及园区企业代表
集中宣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
政策法规、传统文化渊源、建设成
效等，对诚信兴商及失信受限正反
两方面的相关案例进行了深入剖

析和阐述，倡导诚信经营文化，弘
扬诚信经营正能量，营造诚信兴商
氛围。

“交流会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受
益匪浅，可以明显感觉到海南邮轮
游艇产业方面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增强了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安全
感。”海南澜海之星海岛旅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谢莉说。

在交流互动环节，与会嘉宾还
就企业代表提出的游艇托管、保险
理赔、司法查封扣押等法律问题进
行了现场解答和讨论。与会企业
代表纷纷表示，将恪守信用、做好
诚信自律，在发生纠纷时，理性选
择多元解纷，正确行使法律权利，
真诚履行法律义务。

三亚中央商务区是唯一以邮

轮游艇为主导产业的海南自贸港
园区。截至目前，园区已有中旅邮
轮、环球星辰邮轮、欧尼尔游艇、法
兰克游艇等 70余家邮轮游艇企业
入驻，正加快建设三亚国际游艇中
心项目，积极推动三亚向国际邮轮
母港发展，助力邮轮旅游试验区、
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区建
设。

三亚CBD开展“诚信兴商，你我共筑”主题宣传活动

增强邮轮游艇企业法律意识
促进产业链良性有序发展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一项目
入选文旅部重点实验室资助立项项目

教育部公示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候选人
三亚2名学生上榜

喜迎党的二十大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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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村社区专职消防救援站启用
将进一步优化主城区消防救援力量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