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主体责任
公共区域的负责人应该及时喷洒消毒液，

及时开窗通风，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液等抗
疫物资的储备。制定应急措施预案，落实单位
主体责任，加强相关人员的健康培训。

及时开窗通风
一天三次，一次 10—15 分钟左右即可。

三亚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三亚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2 编辑：邢暖 校对：李兰

2022年 7月 22日 星期五

“请戴好口罩，扫码进入，保持一
米距离……”7月21日下午，在鹿回头
风景区入口处，工作人员不时提醒游
客佩戴好口罩，主动扫地点码，配合
测量体温，并保持一米距离有序入
园。“今天天气好，景色美，感觉身心
特别愉悦。景区防疫工作挺严格，环
境也干净卫生，我们出来游玩很放
心。”来自重庆的刘女士说，出行在
外，要严格遵守景区疫情防控工作，
既是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景区免门票开放后，游客的服务
体验感同步提升。”三亚鹿回头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表示，7月 1
日免门票措施实施后，为了保障游客
安全，景区持续强化“三级查验，多向
分流”的管控措施，通过门票预约、岗
位前置等方式，落实查验健康码、体温
检测、佩戴口罩、消毒通风等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引导游客有序游览。同
时，景区进一步提升游客服务和保障
工作。“我们已经做好了暑期迎接大量
游客的准备。景区将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的前提下，为游客献上
贴心、暖心的服务。”刘勇说。

连日来，三亚暑期旅游市场不断
升温。记者走访发现，鹿城各景区已
全面部署好接待服务、文明引导等工
作，为游客营造文明和谐安全的旅游
环境。

7 月 20 日上午，记者在天涯海角
游览区看到，景区安排了大量执勤人
员，不断提醒游客戴好口罩、配合测
温。“为保障游客安全，景区每日进行
两次全范围无死角消杀工作，游客中
心每半小时播报一次，提醒游客佩戴
口罩等。同时，在景区各醒目位置设
置提示牌，提醒游客文明旅游。”该景
区办公室主任王文娟说。

在蜈支洲岛旅游区，无纸化、实名
制购票方式颇受游客欢迎。游客在官
网预订门票后，凭身份证或扫描二维
码即可入园。该景区在重点防控区域
配备了红外线测温系统，大大提高了
防疫效率，方便游客快速通行。此
外，该景区还在游客通道、游客中心、
娱乐项目体验区等场所加大体温检测
和消杀力度，着重加强文明旅游宣
传，引导游客文明出行，自觉维护个
人及公共卫生。“大家现在紧绷‘安全

弦’，景区有专人负责测温、消毒工
作，卫生间提供消毒液、洗手液，重点
区域定时消杀，我感觉很放心。”游客
黄先生说。

在南山文化旅游区、三亚水稻国
家公园等景区，“疫情防控须知”随处
可见，提醒游客在旅游区内全程佩戴
口罩。此外，景区还提倡无接触式购
票，并实时控制游客人数和密度，引
导游客保持环境卫生、文明旅游。“随
着景区管理越来越规范，游客文明素
养不断提高，鲜见不文明行为发生。
同时，景区也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倡
导文明旅游。”南山景区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景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
发布了“拒绝花式戴口罩”的安全贴，
以漫画人物“小和尚不二在线纠错”
方式，引导游客科学佩戴口罩，减少
疫情感染风险，得到了游客们的积极
配合。

记者从三亚市旅游景区协会了解
到，为带给游客更安全、更舒心的游
玩体验，目前，三亚各景区已全面实
施“限量、预约、错峰”的管理措施，严
格落实门票实名预约制度，合理控制

游客数量，做好游客分流管控，并于
入园处及重点防控区域安排专职工作
人员，严格落实“一测四查一扫”（即
测体温、查健康码、查行程码、查核酸
检测记录、查口罩佩戴情况、扫地点
码）等工作。不仅如此，各景区还贴
心地配备消毒液、免洗洗手液、口罩
等防疫用品，让游客安心游、放心
游。“为提供安全的旅游环境，景区严
格执行环境卫生消杀制度，不仅对景
区进行全面清洁、消毒，建立台账，还
针对厕所、座椅、垃圾桶等公共设施
及 高 频 接 触 物 表 面 等 增 加 消 毒 频
次。”三亚市旅游景区协会会长郑聪
辉介绍。

疫情防控不放松，文明旅游记心
中。目前，三亚各景区推出丰富多彩
的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美好、舒适、
便捷的旅游服务。同时，各景区持续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文明旅游工
作，引导市民游客旅游观光不任性，
守住疫情防控安全线，让文明旅游成
为三亚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三亚景区持续抓好“疫情防控+文明旅游”

让旅游更安全更舒心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公共场所
有人吸烟、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不
到位……这是 7月 20日晚，三亚市副
市长、天涯区委书记黄兴武到辖区摩
卡云电竞网吧、天映龙池洗浴中心等
娱乐场所暗访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时发现的问题。对于各娱乐场
所，黄兴武要求认真抓好疫情防控常

态化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针对发现的问题，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天涯分局属地中队现场做好检查记
录，并责令摩卡云电竞网吧停业整改3
天，天映龙池洗浴中心停业整改1天。

黄兴武要求，全区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全区一盘棋”意识，大力抓好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不断压紧

压实疫情防控责任，通过专项检查、暗
访抽查等多种方式对文化市场经营单
位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
查，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为广
大群众营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

当晚，天涯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还
带队，由该区旅文局牵头联合辖区公
安、综合行政执法、消防救援、卫健等

部门及相关社区，对辖区爱三亚酒
吧、金润阳光中影UL城市影院、南梦
园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开展联合检查。

其中，对于南梦园游戏厅部分工作
人员及客人未按要求佩戴口罩、未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登记台账等问题，执法部
门现场责令该游戏厅停业整改1天，并
要求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天涯区加强娱乐场所疫情防控常态化检查

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营造安全健康消费环境

疫情防控不松懈
防疫知识再熟读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7 月
19 日，记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
悉，三亚市第四批乡村民宿等
级评定终评检查工作正式启
动，共有 7 家民宿入选海南省

“金宿”“银宿”级乡村民宿候选
企业。据悉，目前三亚共有2家

“金宿”级乡村民宿，11 家“银
宿”级乡村民宿，34家“铜宿”级
乡村民宿，创建数量位居全省
第一。

本次评定，专家组将依据
《海南省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
级评定办法》，审阅各参评民宿
企业迎检材料，同时对民宿客
房、厨房、餐厅、庭院等区域进
行现场查验并打分。

“通过前几年的评选，民宿
主对评定工作的认可度较高。

‘金宿’和‘银宿’成为地区民宿

标杆，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市场
欢迎的乡村民宿。”市旅游民宿
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做好第四批乡村
民宿等级评定工作，此前市旅
文局组织民宿主召开专题培
训，围绕如何重点完善民宿设
施设备、准备自查自评等备检
资料做了详细说明，针对资料
汇编及归档、具体迎检细节、接
待服务流程等进行了培训和指
导。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亚将继续高标准、严要求，推
动民宿行业向标准化、品质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在监管和服
务并重的前提下，助力民宿产
业出彩、出圈，推动民宿产业提
质升级、集聚发展，打造三亚民
宿的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为进
一步深化“前台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政
务服务模式，7月 15日，三亚市
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新增三
亚市民政局“民办非企业单位
成立登记”等 28 个统一收件事
项。截至目前，已有 1055 个进
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事项纳入
综合窗口实行无差别一窗收
件。

据了解，市民政局此次纳
入综合窗口的审批事项包括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民办非
企业单位章程变更登记”“民办
非企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等
28 项。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
印章备案”“社会团体印章备
案”事项最快 2 个工作日即可
办结。

申办上述 28 个事项时，办

事群众可先登录“三亚市社会
组织信息公示平台”（http://
shzz.sanya.gov.cn/）查 询 待 办
事项的办事指南和材料清单，
准备好申报材料后提交到市政
务中心一楼大厅的综合窗口，
经窗口收件并初核无误后内部
流转提交到市民政局审批办进
行受理，待事项办结后，系统会
自动发送短信通知办事群众到
市政务中心二楼“统一出件”窗
口领取，没时间到现场领取的办
事群众可拨打“统一出件”窗口
的服务电话（0898-38860129）
选择办理结果免费邮寄到家。

据悉，纳入综合窗口统一收
件后，市民政局审批窗口将不
再直接受理上述事项。办事群
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如有疑
问可拨打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窗口的服务电话（0898—
38860182）进行咨询。

实行无差别一窗收件

民政28个事项
纳入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近
日，三亚市天涯区司法局调解员
成功调解了一起交通事故赔偿
纠纷。申请人黄某弟、被申请人
王某霞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双
方对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今年6月 20日下午3时许，
王某霞驾驶小型轿车，在天涯
区凤凰岛入口处路口追尾撞上
黄某弟驾驶的小型轿车，致使
两车部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
王某霞负全责。事后，保险公
司赔付了黄某弟的修车费用，
但双方当事人就黄某弟维修车
辆期间的误工费产生了巨大分
歧。无奈之下，黄某弟向天涯
区司法局申请调解。

接到调解申请后，天涯区司
法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双
方到场，询问事件的来龙去脉

和主要争议。双方各执一词，
就赔偿数额产生了激烈争执。

调解员从营运车辆误工费
计算标准入手，向责任方阐述
各项赔偿标准的依据，厘清责
任划分，又从情理上进行沟通，
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经过两
个小时的耐心劝解，双方最终
达成共识，王某霞一次性赔付
黄某弟维修车辆期间的误工费
共 1800 元，并当场签订调解协
议书。至此，一起交通事故赔
偿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今年以来，天涯区司法局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始终坚持以为民办实事为
着力点，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专项行动，努力将司法
的公正与温暖送达人民群众的
心坎。

交通事故引纠纷
悉心调解化干戈

Sy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 者 黄 世 烽）7
月 20 日，天涯区政协围绕“书
香政协 共筑天涯”读书活动，
结合传承红色文化主题，组织
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和部分下沉
委员到三亚西岛景区开展传承
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活动旨在
重温党的光辉历史，继承党的
光荣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坚定理想
信念。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
装爱武装。”在西岛女子民兵连
纪念馆内，天涯区政协一行人
被西岛女民兵“巾帼不让须眉”
的气魄所震撼，被她们的无私
奉献精神所感动。纪念馆以珍
贵的历史影集，生动地向天涯
区政协一行人还原了西岛女民
兵的光辉岁月。

在随后开展的红色经典读
书分享会上，天涯区政协委员

们结合读书感悟和自身工作分
享心得体会，激励大家充分发
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参加活动的天涯区政协委
员纷纷表示，要多读经典书籍，
从书中汲取正能量，更加坚定
理想信念；要让读书成为一种
习惯，在读书中学会思考；要勤
学党史，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
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要注
重学以致用，把读书活动同实
际结合，将学习融入协商议政、
监督建言、凝聚共识等工作中，
带动广大群众崇读尚学。

天涯区政协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紧扣“书香政协 共筑天涯”
主题，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多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开展进企
业、进校园、进乡村主题活动，
努力在培育政协文化、打造政
协品牌上展现新气象。

天涯区“书香政协 共筑天涯”读书活动进景区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Sy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三亚开展第四批乡村民宿等级评定终评检查工作

7家民宿入选
海南省“金宿”“银宿”级乡村民宿候选企业

7 月 19 日，市民在三亚旺豪超市丹州店“扫码”入场。连日来，三亚多个公共场所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推广使用地点码，强化精准防控。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 一“码”当先

◀上接1版

助力产业升级
打造数字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三公里村主要以种植芒果、槟榔和
冬季瓜菜为主。其中，种植面积最大的
作物是芒果，但品种单一，每年芒果销
售价格波动直接导致果农收益不稳定
……”作为三公里村的“博士村长”，秦
元霞不免有些担心。

今年，作为广东省科学院三亚研究
院基因工程室负责人，秦元霞积极参加
崖州区“博士村长”计划。前期，秦元霞
带领团队通过调研，对三公里村的发展
有了规划。

“我们团队有 7个人，大家在农业方
面都有自己的长处。”秦元霞说，目前该
团队负责村里的数字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项目，将整合优势创新资源、集聚科技
创新人才，围绕“产业主导、南繁服务、
数字运用、生态技术”等现代种业工程
技术，通过“村企合作”等模式，打造南
繁服务 CRO 实践基地和智慧农业示范
区。

秦元霞介绍，三公里村作为建设南繁

服务CRO基地和数字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的重要载体，具备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集林业、果业、种植业、养殖业及水产业
为一体，未来将打造“南繁服务CRO实践
基地”“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乡村休闲旅
游产业园”，加快促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构建，助力崖州区乡村振兴。

“我们先从三公里村主导产业——
芒果产业入手，对村民进行技术指导，
进行精细化管理，同时帮助村民寻找销
路售卖产品。”秦元霞向记者透露她的
发展计划，团队将通过“产业主导+南繁
服务+数字运用+生态技术”模式，对果
农进行芒果化肥减施增效、农药减量控
害技术指导，种植管理期间严格执行团
队制定的用肥用药方案，使果实达到绿
色芒果的标准。果实采收后打造优质绿
色的芒果品牌，提高芒果销售价格，增
加果农收益。

“我们就是‘农业保姆’，农民缺什
么技术，我们就提供什么，让村民不出
门就能学到技术。能把知识转化为成
果，是我们的荣誉。”该团队成员王刚
博士说，技术人员驻村与村民“面对
面、零距离”交流，打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
让博士安心干事推动发展

在南山村，三亚华大生命科学研究
院的博士团队已经着手进行“全球创新
品种示范展示中心”项目；在北岭村，三
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博士团队将以
作物养分管理和耕地质量提升为方向
助力乡村发展；在凤岭村，海南浙江大
学研究院的博士团队将以豇豆病虫害
绿色综合治理为方向深入开展乡村振
兴工作……

如今，17个“博士村长”工作队已经
踏上了服务17个村的征程。据悉，各工
作队设队长 1 名，队长对本队工作负总
责，负责制定和分配本队工作任务，根
据需要兼任所服务的村（社区）党组织
副书记或村（居）委会副主任。任职服
务期限为1年，如因工作需要，可延长服
务时长。

崖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唐全利介
绍，此次聘任乡村振兴“博士村长”是崖
州区落实“1+3+2”工作体系和双“十一”
措施、深入推进区城融合的又一实践探
索。背靠崖州湾科技城丰富而又雄厚的

科研成果和人才资源，崖州区因地制
宜，与园区入驻企业和科研机构深化产
学研合作，共享区城融合红利。组织博
士下村，通过项目合作、科研成果转化、
农技指导推广等内容，激发乡村发展内
生动力，带领各村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优
势，引进和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提高农
业创新力、竞争力，带动村民劳动就业，
增加收入。

“博士村长”来了，怎么做好服务？
唐全利说，崖州区将从组织领导、后勤
保障、政策支持、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服务。其中，建立由区委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产业振兴组
和人才振兴组牵头负责的“博士村长”
工作协调机制，采取定期召开工作推进
会、举办成果交流展示会等方式，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全区农业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建立与村集体经济收入
挂钩的奖励机制，鼓励“博士村长”团队
通过发展产业、引进项目、破解技术难
题等途径，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直接
盈利收入，可取盈利收入部分的 10%作
为奖励金发放给“博士村长”团队，引导

“博士村长”在乡村振兴这片“广阔天
地”中建功立业。

Sy 文明旅游

公
共
场
所
防
护
小
贴
士

遵守一米线规则
排队、付款、交谈、运动、参观等集体活动

时，要保持 1 米及以上社交距离。遵守公共场
所秩序，不扎堆聚集。

配合防疫检查
请配合防疫人员进行防疫检查，戴口罩、

测温验码。

注意咳嗽礼仪
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注意纸巾

不要乱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