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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Sy

喜迎党的二十大Sy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7 月 11 日，
“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三亚市妇
联 2022 年“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暨女
性素质提升培训活动走进崖州区，该
区 40 余名妇女群众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市委党校党史党建
教研室副主任曾芬芬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 2022 年考察海南重要讲
话精神和省、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为
主题，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
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系统解读了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起草
过程、主要特点、总体要求和主要目
标、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等内容，全面
把牢政治方向，重点突出思想内涵，引
导广大妇女群众坚定跟党走、奋斗新
征程。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蒙明珠进行
“手机摄影”知识分享，讲授手机摄影
基本功能及技巧，以及手机摄影要素
构图、人文摄影、图片点评等内容，帮
助妇女群众掌握基础摄影技巧，通过
手机镜头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瞬间，营
造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

今年 7月至 11月，市妇联深入了解
各区妇女群众的需求，以“乡村振兴巾
帼行动”为抓手，多渠道、多维度加强
妇女群众培训，将举办 70场次活动，邀
请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开展思想引领
宣讲。同时，帮助妇女从“四史”学习
中汲取智慧力量，提高站位，鼓励妇女
将所学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实现增收致
富，打响“妇”字品牌，助力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市妇联举办系列活动

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7 月 12 日，
记者了解到，天涯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

“三过”（即期限过长、面积过大、租金
过低）问题清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该
区文门村于近日召开土地出租竞拍会，
对 45 亩农村集体土地进行承包竞拍。
公开透明的交易让村民们成为土地承
包的受益者。

竞拍会吸引多名竞标者和群众参
加。最终，村民董学荣拍下那后小组老
管养所椰子树园共 58 棵树，每年每棵
50 元，承租期 5 年；村民李亚当拍下土
壤水库北侧垃圾场33亩土地，每年每亩
1500元起，承租期 30年；村民兰启辉拍
下神庭小组加板集体农田12亩，每年每
亩1500元起，五年一付。年租金同比增
长最高达30倍，由年租金 50元/亩增至
1500元/亩。

“此次竞拍很成功，既维护了村民的
利益，又盘活了村集体资产，增加了集

体收入，文门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可增
加6万元。我们将借助专业机构积极撬
动农村资源资产，提高村集体和农民收
入,助力乡村振兴。”文门村第一书记高
昌华说。

据悉，文门村此次承包地公开竞标
的形式在天涯区尚属首次。通过公告
报名参与竞拍，畅通信息渠道，建立有
形市场，确保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有
利于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推动天涯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涯区司法局局长张卫东表示，一
些农村集体土地租金偏低，与市场价格
相差较大，为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
壮大村集体经济，该局将继续结合“能
力提升建设年”、深化拓展“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和“制度执行年”活动，努
力做好法律服务保障，落实全区农村集
体土地承包流转“三过”问题的清理工
作。

天涯区文门村：

45亩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竞拍
让村集体资产“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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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盈盈 通讯员 陈俊
锐）7 月 11 日，市公安局召开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推进会暨控（破）
案周调度会，对“控发案、多破案、压事
故、防事件”工作进行调度，研究部署推
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卢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级公安机关要紧盯
“控、破、压、防”工作，加强打击盗窃、故
意伤害等犯罪，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的
严打高压态势，深化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减量控大”等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
严密工作措施，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
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和公安内部安全防控责
任。扎实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深入实施公安武警武装联勤“三
线两区两点”巡逻模式，最大限度将警
力摆在街面上，充分发挥“警保联控”

“路长制”等警务机制作用，提高见警
率、增强震慑率。严厉打击侵害妇女、
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生命财产安全
的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要扎实推进“全警联系村居”工作，社区
民警要加强与村（居）负责人联系沟通，
切实落实“一熟、二看、三查、四宣、五
创”等工作。有效提升政务服务质量，
突出抓好人员培训等工作，实现综合窗
口试点运行。

市公安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推进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7 月 12
日上午，由市治水办和市委组织部
联合举办的三亚市“六水共治”专
题培训班开班。旨在全面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六水
共治”标志性工程的决策部署，以
现代化专业知识引领“六水共治”
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耿、市委副书记尚林参加。

当天现场举行三亚市“六水共
治”智力支撑聘请仪式，聘请中国
工程院院士曲久辉、徐祖信，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张辰担任三亚市

“六水共治”技术顾问，聘请清华大
学水质与水生态研究中心曲久辉院
士团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徐祖信院士团队为三亚市“六
水共治”技术咨询和支持团队。尚
林向受聘的顾问和团队代表颁发聘
书。

在培训班上，曲久辉、徐祖信、
张辰分别以《水体生态评估与生态
修复》《我国城市、农村水环境治理
关键问题及上海苏州河治理案例剖
析》《城镇内涝防治标准建立与规
划研究》为题，对三亚的水生态修

复与水环境治理工作指出方向、强
化重点、点明亮点。

接受培训人员表示，本次培训
内容贴合三亚实际，剖析度深，针
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强，将以开
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为契机，
将学习成果落实到本职工作中，有
力有序推进落实治水工作。

开展“六水共治”攻坚战，是省
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重要举措。记者了解到，三
亚将强化专家顶层指导作用，充分

发挥院士、专家的桥梁作用，借助
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治理经验高质
量布局、谋划“六水共治”工作；推
动授课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在巩固
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精准
施策，以现代化专业知识引领“六水
共治”高质量发展；压实主体责任，
加快形成抓落实的工作合力，聚焦
问题精准发力，推动治理落实见效，
以新举措构建新治水格局。

市领导邹家明、周春华、黄志
强、林有炽、贾文涛、严连勇、蒋明
清参加。

三亚举办“六水共治”专题培训班

以现代化专业知识
引领“六水共治”高质量发展

刘耿尚林参加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超全 记
者 张慧膑）“没有强大的国防，就
没有全国人民安宁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爱国主义
情操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7 月 8 日上午，“文明门下大讲堂”
系列活动走进校园开展国防安全
教育宣讲，宣讲人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进一步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

当天，三亚市法学会副会长王
克宏紧扣“国防安全与国防建设”
这一主题进行宣讲。他真挚的话
语引起了现场师生的强烈共鸣，现
场响起阵阵掌声。学生们纷纷表
示要从小事做起，树爱国之心，立
报国之志，长大之后为伟大祖国的
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

记者了解到，崖城村党组织举

办的“文明门下大讲堂”活动主题
多样、内容丰富。今年已开展五
期，推动“党课进基层”。

自 2020 年 9 月以来，崖城村党
组织以党建为引领，创新党课形
式，把党课从会议室搬到具有历史
意义的露天广场，将党课受众从党
员干部扩大到基层群众，在少司徒
广场、蔡家小院等地先后举办了 10
期“文明门下大讲堂”活动，累计受

众超过 1000人次，取得良好的社会
反响。

崖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陆卫平介绍，自活动开展以来，
积极引进优质党课，通过讲党的故
事、红色故事、初心故事、崖州故
事，让党课深入人心，推动党的理
论创新成果走近群众，凝聚党心，
汇聚民心。营造全民学党史、听党
课的浓厚氛围。

崖州区 “沉浸式”党课入脑又入心

7 月 12 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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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珍）日前，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官网发布
《关于省级旅游度假区名单的公
告》，经评定和公示，三亚国家海岸
海棠湾旅游度假区达到省级旅游度
假区标准要求，被确定为省级旅游

度假区。
据了解，海棠湾旅游度假区总

规划范围面积108.7 平方公里，拥有
世界著名滨海旅游度假区的稀缺性
旅游资源，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热带
滨海旅游休闲度假区。

当前，该旅游度假区探索形成了
重点品牌景区带动，国际顶级酒店集
群发展，免税购物、医疗康养等消费
新热点和新业态；主打滨海度假、休
闲娱乐和旅游购物，同时丰富婚庆旅
拍、竞技赛事、温泉等多元化旅游产

品。旅游“+”农业、文体、购物、海
洋、生态、康养、乡村、会展、亲子、婚
庆、研学、教育等新业态活力迸发。

据统计，该度假区旅游接待人
次已从 2016 年的 919.27 万人次增
长到2021年的1543.27万人次。

海棠湾旅游度假区被评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