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得五彩虹 驾天作长桥 7 月 11 日 9 时许，三亚湾雨后出现了绚丽的彩虹，一道彩虹横跨海面，犹如一
座通天大桥，极为壮丽！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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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
精心组织安排，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
卷作为一个整体，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真
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
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列入
学习计划，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工
作举措和实际成效。各级党校（行

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纳入培训教学重
要内容，各高等学校要将其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重要教材，各级党委讲
师团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
融媒体中心、“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要
创新开展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宣传，
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要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结合
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
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全党武装起来、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
下去，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磅礴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抢券了
吗？”“抢到了啥券？”……7 月 11 日，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增
长，“助商惠民 乐享海南”2022 年三
亚市政府消费券第二季正式发放，再
次掀起一股抢券用券热潮。

当天一早，记者在微信上看到不
少市民呼朋唤友一起抢消费券。11
时许，记者打开京东 APP 显示，家电
消费券已被抢光。此外，三亚国际免
税城、三亚海旅免税城、国药中服三
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三家免税主体微
信小程序上投放的消费券，也仅剩下
为数不多的“满 2000 元减 200 元”面
额的消费券，“满8000元减 800元”和

“满 5000 元减 500 元”的两大面额消
费券均已抢光。

“我可能是我朋友圈里第一个用
上消费券的人。”当天10时许，市民叶
女士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在京东商城
购买的一款1.5匹空调，很快引来了一
连串点赞。

“我昨天在京东 APP 提前把商品
加在购物车，然后定了闹钟今早准时
去抢，原价 2699 元的空调，用上首购
礼金、送 E 卡、消费券，一共减了 240
元，网上买家电更划算了。”叶女士告
诉记者，5月以来，三亚市政府发放了
多轮消费券，有了之前的抢券经验，
这次还帮助身边的朋友抢到了不同品
类和面额的消费券。

小小消费券，激活大市场。在消
费券的带动下，市民游客迫不及待开
启“买买买”模式。在三亚各大免税
店内，丰富多样的促销活动吸引不少
市民游客光顾，再加上政府发放消费

券，让不少赶早而来的离岛游客十分
欣喜，不由得加大抢购计划。

记者在三亚海旅免税城看到，店
内 LED 屏幕滚动播放着各种促销宣
传和消费券信息。“使用消费券大大
提高了销售额，我们也加大了宣传力
度，主动询问顾客是否领取了消费
券，为顾客争取最大优惠。”海南旅投
免税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轶梅告诉
记者，当前店内推出多种折扣促销，
叠加银行满减、政府消费券等各类优
惠，绝大多数免税品相当于现免税价
的6折左右，可谓力度空前，进一步带
动了该免税城客流的回升。

“为让三亚市民能享受到更多实

惠，我们在消费券的基础上再叠加其
他优惠折扣，以及增加更多适用品类，
目前有近两百个品牌参与了此次消费
券活动。”京东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美好三亚”家电消费券面向三亚用户
发放，共有 3种面额，分别为：满 5000
元减 1000 元、满 3000 元减 600元、满
1000元减200元。消费券可通过京东
APP购买京东自营家用电器、数码3C
指定实物类商品时抵扣使用，活动将
持续到8月7日，每人限领1张。值得
注意的是，本次消费券分4个批次限量
发放，分别为：7月 11日 10时、7月 18
日 10 时、7月 25 日 10 时、8月 1日 10
时。此外，京东商城还提供家电30天

价保、180天只换不修等贴心服务，让
消费者放心买、安心用。

在三亚海旅免税城香化区,售货员热心地向游客介绍商品。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三亚发放第二季消费券 市民游客领券就“购”热情高涨

本报讯（记者 刘佳）7月 11日，
记者从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了
解到，今年起三亚将对城市低收入
人口住房困难家庭发放住房救助补
贴，275户家庭通过资格审核并完成
公示，将于近期收到由市财政部门
发放的补贴。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三亚市2022年住房救助申报
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市住房保障
管理中心联合各区政府、民政局等单
位开展了住房救助申报工作。按照

“应保尽保”的原则，将2022年城市
低收入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城
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全部纳入
救助范围。申请人家庭成员包括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未享受过政策性住
房、名下无自有住房或家庭自有住房
人均建筑面积13平方米（含）以下的
均可获得救助补贴。

“ 感 谢 政 府 给 我 发 放 住 房 补
贴。”吉阳区港门村社区的 67 岁独
身老人唐先平是今年被救助人员，

由于没有住房，他常年借住在亲戚
家，每月靠特困补助金生活。前段
时间，社区工作人员告知他可以申
请住房救助补贴，让他十分高兴。
按照发放标准，唐先平每个季度可
以拿到 1365 元的住房救助补贴。
唐先平告诉记者，由于年轻时在建
筑工地务工，工作强度很大，上了年
纪之后病痛就逐渐加重，常年需要
服用药物，有了这笔钱他准备用来
买药，也减轻侄子、侄女的经济负
担。

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住房救助补贴申领资格
每年认定一次，全年按季度发放，今
年的住房救助补贴将于近日开始发
放。近年来，三亚坚持“房住不炒”
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
以廉租房、公租房、安居房等不同形
式，切实解决了不同群体的住房难
题，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三亚275户家庭
将获住房救助补贴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记者 7
月 11日从天涯区获悉，为进一步提
升辖区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的防治
水平，增强妇女健康意识，建立保障
妇女健康的长效机制，即日起，该区
2022 年免费“两癌”及常见病筛查
工作分别在市妇幼保健院、凤凰卫
生院、马岭卫生院、高峰医院全面启
动。

从 7 月 11 日起，天涯区将利用
两 个 月 时 间 ，为 该 区 35-64 岁 的
6800 名适龄妇女开展筛查（2019 年
以来参加过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
的妇女不能参加），检测内容包括妇

科检查、乳腺手诊、乳腺彩超、TCT
和HPV检查等。

为让更多妇女知晓“两癌”筛查
的重要性，天涯区妇联日前还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
利用微信、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线
上宣传预约，线上告知筛查相关流
程。同时，该区妇联执委、巾帼志愿
人员通过上门走访、发放宣传材料
等方式普及“两癌”防治知识和免费
筛查民生工程政策，以此提高群众
的知晓率，了解“两癌”筛查的必要
性，普及健康的生活理念，培养健
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天涯区：

6800名适龄妇女
可免费筛查“两癌”

Sy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杨洋）近日，近30
名企业志愿者化身“海洋卫士”，在
三亚湾开展净滩清漂活动，希望带
动更多社会团体和市民群众行动起
来，争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
者和践行者。

活动过程中，来自海南亮庭科
技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进行“地毯
式”搜索，利用夹子、垃圾袋等环保
工具，仔细清理沙滩上的垃圾，翻找
出隐藏在沙滩、草丛中的烟头、废

纸、塑料等垃圾，大家互相配合，为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助力。志愿者们
还对垃圾进行了大致分类，对废弃
塑料、玻璃等可回收物进行转运处
理。

此次净滩行动助力改善三亚湾
沙滩的环境。同时，志愿者还通过
自身行动推广宣传环保理念，增强
广大群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号召
全社会参与到海洋环境保护行动中
来。

企业志愿者争当“卫士”
为海滩“净颜”

Sy创文明城市 建美丽三亚

本报海口 7 月 11 日电（特 派 记
者 林林）中共海南省委 11 日下午举
行“中国这十年·海南”主题新闻发布
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有关
情况。记者注意到，在这场发布会
上，“崖州湾科技城”被频频提及，并
对园区在推动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
兴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崖州
湾科技城紧密布局南繁科技和深海科

技两大空间板块，坚持“产、学、研、城”
深度融合，加快高水平建设，推进陆、海
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三亚培育产业转
型新业态、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打造
海南自贸港科创高地的重要支撑。

十年来，海南努力发挥“温度”“深
度”“纬度”优势，加快建设南繁科技
城、深海科技城、航天科技城，打造

“陆海空”三大科技创新高地。在南
繁种业方面，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
新中心已经揭牌运行，海南省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正式成立。在深海科技方
面，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等
一批重大深海科研成果在三亚先后落
地，我国万米潜次和人数跃居世界首
位。同时，还组建了海南省深海技术
创新中心，推进海洋科技由深海向深
渊向极地迈进。在航天产业方面，文
昌航天发射场成为我国发射场的主战
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近日正式开
工建设，并在文昌航天城组建了航天
技术创新中心，围绕发展火箭链、卫

星链、数据链布局建设了一批航天科
创平台。

据介绍，海南“陆海空”的研发优势
正在加快转换成为产业优势，将为自贸
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新动能。从高
新技术企业增长情况看，海南年均增长
量超过 40%，比五年前增长近 5 倍。
2021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占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35%。

Sy回看三亚

我省打造“陆海空”三大科技创新高地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推进陆、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