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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创建国家及省级森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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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根据《三亚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市长在线接访工作
方案》安排，8月 1日上午，副市长尹承玲
到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在线接访，为群
众纾困解忧。

“您好，请讲。”上午9时，市长接访专
线一开通，市民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一市民来电反映，7 月 2 日其使用
某平台的团购券在吉阳区商品街某牛
肉火锅店消费，用餐过程中发现店家提
供的 4 份肉食中有 3 份有白色寄生虫。
现场与商家协商 1 小时未果后因同伴
身体不适离开。7 月 29 日向 12345 政
府服务热线反映，至今未有职能部门工
作人员对接处理并给予明确回复。中

途仅有平台方告知其协商结果为退一
赔一，其对协商结果不接受，希望对该
商家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核实处
理。

尹承玲耐心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并安
抚市民情绪，表示将要求吉阳区相关部
门尽快将事情核实清楚，给出一个满意
的答复。电话挂断后，尹承玲要求吉阳
区政府发挥属地管理职责，尽快上门取
证核实，加快处理进度。

当天上午1个半小时时间里，市长接
访专线接听了多通来电，问题涉及食品
安全隐患、安置房交房慢等。对市民的
每一个诉求，尹承玲均要求相关职能部
门尽快办理，并跟进督办。

市领导到三亚12345平台在线接访

为群众纾困解忧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超全）“这
里是全新改版的三亚之声 Super
Radio……”8 月 1 日，伴随着主持
人的亲切问候，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三亚之声FM103.8”全新启航。
全新改版的三亚之声 FM103.8

Super Radio从早高峰到晚高峰，推
出 4 档明星主持人节目，以精品旅
游节目+大版块音乐节目的形式呈
现，24 小时全天播出 6 档直播节
目+10小时音乐纯享。

“哈喽哈喽，早上好呀！我是你
们的鸡血女神萝莉菲。”“大家好，

我是滔滔！”明星主持人音乐广播节
目《菲一般的秀》每天早高峰时段与
听众相约，以创新性的跟唱呈现形
式，让耳熟能详的音乐引发听众共
鸣。听众也可在“三亚广电三亚之
声”公众号上与主持人进行互动跟
唱，拉近与主持人的“距离”。

“萝莉菲、滔滔，欢迎你们的到
来！”“三亚之声FM103.8是陪伴我们
上班的朋友。”“在早高峰一起唱歌很
有趣。”……开播首日，主持人与听众

“互动”唱歌的新颖节目形式，收获了
不少听众的点赞，大家纷纷在公众号

后台留言，表达对节目的喜爱。
每天晚高峰，都是网约车司机

林先生最忙的时候，全新推出的《下
班福利社》节目不仅用脱口秀的方
式播报新闻，还有幸运抽奖的福利
送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吸引他将频
率锁定。“堵在路上的时候一听节
目，精神上的疲惫就缓解不少，还盼
着能收获一份幸运。”林先生表示。

听“三亚之声FM103.8”有奖品
不只有晚高峰，午高峰《乐驾旅途》
节目主持人馒头介绍，《乐驾旅途》
节目添加了“喜从天降”版块，主持

人不仅会走出直播间，还会展开与
听众的互动，为大家送出精美的奖
品。开播当天，听众李女士答对了
节目的暗号，成功获得了景区门票，
令她开心不已。

“三亚之声FM103.8”还为潮流
音乐追随者提供世界各大排行榜上
名列前茅的最新动感歌曲，也为执
著于经典的爱乐者准备了大量耳熟
能详的中文金曲，是一旦锁定，流畅
动听到难以换台的频率。市民游客
可通过蜻蜓FM、喜马拉雅、阿基米
德等多种网络软件在线收听。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通讯员 卓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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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海岛旅游文旅部重点实
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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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海岛
旅游科技和产业需求，着力搭建产
业监测管理平台，强化人才培养，促
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推动跨文理
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创新，构建具有
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中外海岛旅
游大数据科技创新平台。成立一年
以来，实验室积极开展学术研究、申
报各级课题，为海岛旅游资源开发
和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
持，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2022 年 6 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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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
旅游文旅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廖民生
担任项目负责人的科研项目——

“无接触”海岛旅游服务模式和管理
机制研究获批立项。该项目是海岛
旅游文旅部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首
个获批的文旅部实验室资助项目。
项目聚焦疫情持续蔓延的复杂背景
下，无接触旅游服务业，已经成为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特殊需求，对
整个社会生态都有广泛而深刻影
响。该课题研究对于公共卫生危机
事件，特别是疫情防控条件下文旅
产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有突
出实用价值，将助力海南旅游国际
消费中心建设，助力我国海岛旅游
服务业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对
国际海岛旅游服务业也有参考与借
鉴价值。

海岛旅游文旅部重点实验室成

立以来，研究团队多项课题获批立
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黄学彬《基
于 UGC 图片元数据的海南海岛旅
游与台湾海岛旅游形象感知的对比
研究》获得2022年海南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立项；2022 年，宋红娟和
陈卓主持申报的海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课题均获立项；宋丹瑛、杨东
伟均获批 2021 年海南省自然科学
基金高层次人才项目和海南省社科
基金项目；黄学彬、吴素吟均获得
2022 年海南省旅游文化广电体育
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科学研究项目
立项；刘昭晖、张建强、王吉花、周
孟熙等 7 位成员均获批 2022 年三
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实验
室成员毋茜获得国家社科项目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实验室成员
陈杰、段华友、秦浩、李墨在SSCI二
区及A级期刊发表了大数据相关成

果，并申请专利。
据悉，2021 年廖民生获海南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黄学
彬获文化和旅游优秀研究成果三等
奖；廖民生获三亚市社科成果一等
奖，陈德广、宋红娟获三亚市社科成
果二等奖。2022年廖民生获海南省
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黄学
彬带领的热海院旅游管理 MTA 团
队获海南省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
团队”称号。2022 年 7 月廖民生担
任《海南水上旅游服务标准及行业
自律体系研究》课题结题评审验收
会专家组长，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海岛旅游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在
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取得了丰硕
成果，为海岛旅游发展持续提供科
技支撑、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服务，
对旅游强国、海洋强国、自贸港建设
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人才服
务展风采，营商环境赢未来。7月
29 日下午，由中共三亚市委组织
部、市委人才发展局主办的 2022
年三亚市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
技能大赛决赛在市图书馆报告厅
举行。本次比赛邀请了省委人才
发展局三处干部张文、省人才服
务中心三级调研员詹月芳、市政
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熠娜当现场
评委。经过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最终评选出大赛的一、二、三等
奖。

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邹家
明委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
人才发展局局长刘晗在比赛致辞
中表示，做好三亚人才工作是每
一位人才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使命。一是要重视人才，牢固
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二
是要引进人才，以开放的政策打
造人才集聚高地；三是要留住人
才，着力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
平。面对新发展机遇，三亚将一
如既往地欢迎各类优秀人才创新

创业，参与自贸港建设，共享改革
开放成果，把三亚打造成为自贸
港建设的人才集聚高地和创新高
地。

本次大赛主要目的是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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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做好人才工
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三亚市
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水平。比赛
现场，各单位参赛选手斗志昂扬、
才思敏捷，通过必答题、抢答题、
风险题及自由演讲等四个环节的
比拼，展现出三亚市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络员良好的精神面貌和丰
富扎实的知识储备。经过激烈角
逐，最终“奋勇争先”代表队荣获
一等奖，“企”驱并进代表队和“卓
越奔腾”代表队分别荣获二等奖，
其他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记者了解到，“4·13”以来，三
亚市共落户人才4万多人，认定高
层次人才 4700 多名，成功举办了
世界顶尖科学家三亚论坛、中国
科研院所领导者跨界创新论坛，
成立了三亚市院士联合会，院士
会员数量已达153名，院士创新平
台26家。还围绕建设国家实验室
目标，集聚了 800 名科研人员，建
成6家院士创新平台，引进海归人
才 408 人，高层次人才 421 人，建
成全省首个“党建+人才”主题公
园——三亚市丰兴隆党群主题公
园。2020 年 8 月，三亚建立高层
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为全市
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
务。目前全市现有 139 名高层次
人才服务联络员，其中用人单位
联络员近百人。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

2022年三亚市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
技能大赛决赛收官

三亚之声FM103.8全新起航首日

听众热情参与反响热烈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取得丰硕科研成果

本报讯（记者 林林）8 月 1 日上午，
2022年三亚市中青年干部理想信念教育
和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
班。市、区两级相关单位优秀正科级干
部，市属国有企业、法定机构优秀中层干
部约50人参训，将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充
电赋能”学习。市委副书记、市委直属机
关工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尚林作动员
讲话。

此次培训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将通过专题教学、案例教学、互动
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现场教学等多种形
式进行。在课程安排上，突出培训内容
与重点工作相结合，安排了党的理论教
育、党性教育、专业能力和知识教育、“能
力提升建设年”实践活动等方面课程；在
师资力量上，突出了专家教授和业务骨

干相结合，邀请了省外知名高校专家教
授，省委党校、省内高校老师以及省、市
相关单位领导等为学员授课。

尚林指出，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新兴力量、中坚力量、骨干力量，
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希望学员们不
负组织重托，珍惜学习机会，严守纪律要
求，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加强党性修
养、锤炼过硬本领，成为想干事、能干事，
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他强
调，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切
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要夯实
能力之本，强化创新意识，以实干扛起自
贸港建设排头兵责任担当。要树立群众
观念，筑牢思想防线，在清廉自贸港建设
中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

2022年三亚市中青年干部
理想信念教育和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尚林作动员讲话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8月 1日，三亚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发布关于发现 1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的通告。

8 月 1 日，崖州动车站采样点发现 1
名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诊断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三亚市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对相关人员落实隔离管控、
协同排查，相关场所落实管控及消毒措
施。目前，该人员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

请广大群众关注官方权威发布的信

息，不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
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若出现发热、咽
痛、干咳等
症状，请做
好 个 人 防
护，及时前
往 发 热 门
诊就诊，就
诊 途 中 避
免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三亚发现1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扫码查看该确诊病例活动轨迹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8月 1日，三亚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发布通告。8月 2日零时起，经三亚市
离岛的旅客需凭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或

凭 24小时内采样记录办理乘机、乘车手
续。为方便旅客出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决定，8月 1日晚各便民服务采样点及全
市各医疗机构提供24小时核酸采样服务。

8月2日零时起

经三亚离岛旅客
需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