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佳节选择驻守工作站

回忆起自己上岗的第一个星
期，今年 39 岁的张遥告诉记者，那
时自己在垃圾转运站闻到垃圾的味
道就想吐，“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星
期我吐了几次。”9年过去，张遥已经
习惯了自己的工作，更习惯了对于
常人来说显得刺鼻的气味。

自2013年张遥来到吉阳区环卫
所工作，9年里，他没休过一次假，每
次回崖城老家都是在下班后，匆匆
去匆匆回。作为一个环卫工人，张
遥和同事们在别人放假的时候更不
能休息。每年春节、中秋节等传统
佳节，工作还是回家？张遥都无一
例外地选择驻守工作站。张遥说，
自己是家中的老大，两个妹妹外嫁，
弟弟一家又常年生活在广西，由于
工作忙，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很
少。提起父母，张遥说自己是个“不
孝子”。“我这个人工作起来就会忘
记其他事，慢慢地父母也理解了我
的工作。”

为了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
作，张遥放弃了休假、放弃了和家人
团聚的时间，因为常年走街串巷，他
的皮肤晒得黝黑，作息日夜颠倒又
使他的双眼变成了“熊猫眼”。但只
要看见宽阔整洁的街道，张遥的心
里就涌起阵阵欣慰，“值得!”

扎实工作把好城市“清洁关”

“只有脚踏实地走遍每一个工
作地点，才能不断从细节中提高服
务质量。”多年来，张遥保持着工作
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
誓言。

2019 年，张遥被任命为吉阳区
环卫所监督队队长同时兼任车队副
队长，除了清运垃圾、调度垃圾车等
工作，他还要负责对接 18 个社区，

“压力比以前大，有时候可能还会碰
上有些人对我们工作不理解，这些
都是我要解决的。”张遥把 18 个社
区跑了个遍，用自己的方法将工作
一步步向前推进，收获了社区的信
任和好评。

近年来，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张
遥把主要精力投到垃圾分类中去，
从撤箱换桶、分类垃圾屋选点、分
类垃圾屋建设、学校垃圾分类开展
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统
计，吉阳区全区 95座分类垃圾屋建
设、44 所学校垃圾分类工作正在顺
利开展，辖区垃圾分类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垃圾分类永远在路上，要
长期做下去，不是做做样子。”张遥
说。

“0331”疫情发生后，张遥当晚
和同事们负责大东海片区核酸采样
点医疗废弃物清运，一直忙碌到凌
晨3点。从4月 1日至今，张遥与20
名组员主要负责中心城区商品街社
区、榕根社区、海罗社区、东岸社区
等4个社区23个核酸采样点的医疗

废弃物清运工作（运 至 集 中 收 运
点），作为组长的张遥，另外抽调 6
名组员负责 4个相关区域生活垃圾
清运。

张遥说，各核酸采样点的医疗
废弃物包括口罩、棉签、手套和防护
服等，收运工作也是疫情防控中的
重要一环。作为负责收运的环卫人
员，他们要穿上防护服，严格落实医
疗废弃物清运流程，忙碌下来全身
都湿透了。

平日里，张遥在网上学习环卫
行业防疫知识，他还为环卫工人示
范如何穿脱防护服、如何做好医疗
废弃物封口等。此外，他主动带领
环卫工人们深入封控区，参与生活
垃圾收运工作。

因为这份坚守和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张遥收获了很多认可和荣

誉，也让“环卫工人”这个群体走进
更多人的视野：2014年，张遥工作的
团队被评为“最美三亚人”，2016 年
6月，他被三亚市委评为三亚市优秀
共产党员和“第三届海南最美农民
工”，2016年 7月被海南省委评为海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17 年 5 月被
共青团海南省委评为海南省“向上
向善好青年”，2019年 6月被吉阳区
委评为吉阳区优秀共产党员，2019
年 7月被三亚市委评为三亚市优秀
共产党员，2020 年被授予海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2021 年被授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对于这些沉甸甸的荣
誉，张遥表示，靠的不是自己一个人
的努力，更多的是依赖他身后“有
爱”的集体。

吉阳区环卫所监督队队长兼清
扫一队队长张遥：

步履不停
把好城市“清洁关”

本报记者 胡拥军

张遥正在消杀医疗废弃垃圾。

我为群众办实事Sy

爽朗的笑容、清澈的眼神、年轻的
气息……今年 22岁的王万远，已经创
业 3年多，从澳大利亚到三亚，他用自
己的灵感打造属于自己的“创意空
间”。

在三亚亚龙湾奥特莱斯附近，有
一处占地 1000亩的五阳部落生态园，
30匹赛马正在马术教育基地内驰骋，
骑手策马扬鞭，马蹄下泥土翻飞，让整
个生态园充满活力。这里就是王万远
带领团队“盘活”的其中一块土地，这
群年轻人输出灵感，植入创意主题，让
这里火起来。

王万远说，他的老家在甘肃兰州，
17岁那年，他孤身一人前往澳大利亚
留学，最初的时候，他一边留学一边打
工，在打工过程中发现了传媒行业的
机会，由此萌发了创业的想法。他成
立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2019 年他的
公司被一家大型房产公司并购，王万
远收获了第一桶金，并进入并购公司
工作。在工作的八九个月里，细心的
王万远发现公司分拆卖房的模式非常
好，于是他产生了灵感，开发了一款

“好贝”APP，专门为商家提供服务，合
作商家越来越多，可 2020 年初，新冠
疫情暴发，合作商家一下子倒闭了八

成，让苦苦支撑的王万远选择了放弃。
2021 年初，他从澳大利亚回到兰

州，一名投资商朋友看好海南自贸港
的机遇，约他一起来到三亚发展，当年
4 月王万远在三亚注册了新公司，将

“好贝”APP 平台复制到三亚，利用互
联网平台为本地商家提供服务，合作
商家很快突破了 80家，可由于前期投
入高、商家互联网理念不足等原因，这
种商业模式没有一炮打响。王万远觉

得，他对国内的市场仍需要深入理解，
于是前往成都、杭州、兰州、上海等地
考察，重新进行思考。

“我觉得机会就在三亚，于是再次
回来。”今年初，激情万丈的王万远回
到三亚，并招募了 10 人的团队，开始
了新的鏖战。他看准一个痛点，就是
很多人手握土地，却不知如何运营，王
万远的团队可以提供创意，将土地盘
活运营起来。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
亚龙湾的一块土地，为了赢得信赖，王
万远与同事吃住在办公室，连续奋战
三天，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拿出一份极
具创意的方案，得到了合作方的高度
认可。“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就要敢
打敢拼。”王万远说，令他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创意服务很受欢迎，目前团队
已经代运营的土地包括亚龙湾、海棠
湾、崖州区等地的项目，一些酒店也主
动洽谈合作，让王万远的团队提供创
意支持。

“灵感赋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会
用好这个优势。”王万远说，他将结合
留学时的感想，碰撞出灵感的火花，一
定要在三亚深耕发展，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添砖加瓦。

“焦虑伴我入睡，梦想叫我起床”，
王万远发在朋友圈的这句话，引来朋
友们的疯狂点赞，他已踏上征程，不畏
惧前方的风浪。

“海归”在三亚Sy

好贝（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王万远：

用灵感打造“创意空间”
本报记者 赵庆山

王万远（右）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日前，记者
从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为进
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满足公众
错峰办事需求，崖州区政务服务中心
于 6月 27日起推行“5+2”预约延时服
务。

具体延时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 ：12:00—15:00；周 六 至 周 日 ：8:
30—12:00，15:00—18:00（上述时间
不包含全体公民放假的节假日及相关
联的周六、周日）。

崖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温馨提示，

为避免人群扎堆无法及时受理完成，
申请人应提前 1 个工作日预约，预约
内容包括办理事项、办理日期和具体
时间、联系电话等信息。办事人可通
过提前电话预约或现场预约的方式进
行延时服务登记，并在预约时限内到

达。预约电话：0898—88704270。如
无法前往大厅办事，需提前半天取消
预约，超过约定时间 15 分钟，经联系
仍无法到场的、或无法联系上的，视为
失约，连续失约三次者将被限制使用
预约延时服务两个月。

崖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延时服务

周末“不打烊”方便群众办事

“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Sy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7 月 5
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2022 年
三亚市宣传文化系统队伍综合能
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春华讲话
并授课。

当天上午，市级宣传文化系统
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宣传部
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职工，各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育才生态
区工委宣统部部长及培训班第一
期全体学员，共 80 多人出席开班
仪式。

开班仪式上，周春华作动员讲
话。她指出，本次培训班讲师层次
比较高、授课内容比较全面，通过
集中学习和交流，帮助大家学新知
新、找准差距、提升水平。通过加
强宣传文化队伍教育培训，增强党
性修养，补足“精神之钙”，补齐能
力短板，筑牢风险防控屏障，助力
构建全市大宣传思想工作格局，打
开三亚市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她要求参训学员，要端正学习态
度，严明纪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和理论武装；加强业务知识学习与

自身建设；做到联系实际学以致
用，为三亚加快建设现代化热带滨
海城市，奋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
新标杆扛起责任担当。

开班仪式结束后，周春华以
《牢记领袖嘱托 高举思想旗帜 喜
迎党的二十大 唱响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三亚主旋律》为主题，从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和
省、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基本实
质；宣传思想工作的有关部署要
求；当前三亚市宣传思想工作面临
的形势和挑战；牢记领袖嘱托，聚
焦主线突出重点，唱响昂扬向上的
海南自贸港建设三亚主旋律等方
面内容教授第一堂专题课。

据悉，2022年三亚市宣传文化
系统队伍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计
划举办三期，第一期为期两天，通
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市第八次党
代会精神，落实省、市“能力提升建
设年”的总体部署安排等内容，切
实提升三亚市宣传文化系统队伍
综合素质。

2022年三亚市宣传文化系统队伍综
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补足“精神之钙”
唱响三亚主旋律

喜迎党的二十大Sy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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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7月 5日
下午，市政协主席王利生主持召开
促进三亚市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题协商座谈会。会议听取市政
协“关于促进我市游艇产业高质量
发展”专题调研情况汇报，并听取
各相关部门、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游艇产业被称为“漂浮在水上
的黄金”。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领
导 6 月份在三亚调研时的讲话精
神，切实提升三亚市游艇产业的服
务和保障水平，促进游艇产业高质
量发展，根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周红波的指示，市政协牵头成立调
研组，于 6月围绕加快推进三亚市
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
研，并形成《关于促进我市游艇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以下
简称《调研报告》）。

“要规范明码标价，实行公开
竞 争 ，让 广 大 游 客 有 充 分 选 择
权”“在游艇安全保障方面，政府
要加大公共码头的投入和建设力
度……”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
《调研报告》，就如何促进三亚市
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和
建议。

与会人员指出，三亚市游艇产
业十余年来取得长足的发展，建成
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并随着相关
优惠产业政策的出台，形成相对成
熟的消费市场。同时，三亚市游艇
产业发展目前存在尚未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监督有余规范不足、服
务配套设施存在短板等问题。

目前，三亚市游艇注册企业逾
130 家，游艇保有量达到 1141 艘。
2021年全年游艇出海15.9万艘次，
同比增长47.08%，占全省游艇出海
艘次的 94.39%；出海人次 105 万，
突 破 百 万 人 次 大 关 ，同 比 增 长
44.55% ，占 全 省 出 海 人 次 的
92.66%，处于全省标杆位置。

王利生在会上表示，促进三亚
市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激发带
动海洋经济、旅游经济的发展意义
重大，是助力三亚加快建设现代化
热带滨海城市、打造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新标杆的有力抓手。市政
协调研组将认真研究，采纳吸收与
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对《调研报
告》继续修改完善，力争为党委、政
府决策提供优质参考。

王国平参加座谈会。

王利生主持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

助推三亚游艇产业
高质量发展

“争当出彩先锋”系列报道 ⑦

“这是我工作的医疗废弃物清运点，每天从
早上六点开始进行垃圾清运，所有垃圾集中处
理后再统一送往指定销毁的场所。”7 月 5 日，在
榕根社区开始一天工作的张遥介绍，工作从早
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才能回到家里。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7月 5日
上午，由市委组织部和市国资委联
合举办的 2022 年三亚市市属国有
企业领导人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
班正式开班。

据悉，此次培训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 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省、市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的一次重要的培训，是全
市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和实战
化大培训计划中一个重 要的专
题。

培训共5天，安排了专题教学、
现场教学、专题研讨等教学环节。
邀请国务院国资委资本运营与收
益管理局副局长、现挂职省国资委
党委委员、副主任陈洁等相关单位
领导与知名企业高管、专家学者，
围绕三亚国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国企投融资与并购实施方案、国有
企业公司治理与董事会建设、建设

中国联通数字化转型探索与实践
等内容进行授课。

在当天的培训班上，陈洁以
《三亚国资国企发展的几个问题》
为主题，紧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
设，以深刻的理论、生动的案例，对
如何抓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
进行了精彩的授课。

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培训班，能够让大家切
实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领
导企业发展的本领，共同把国有企
业做大做强。下一步，市国资委还
将推动国有企业将此次学习成果
转化为发展动力，助力全市国有企
业全面提升工作质量和水平，扛起
国资国企担当。

市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及二级
子公司负责人、市国资委机关科室
负责人以上干部100余人参加此次
培训。

2022年三亚市市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综
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全面提升工作质量
扛起国资国企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