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龙华秀英
公开招聘325名教师
5月31日开始报名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叶
媛媛）海南日报记者5月24日从海口
市龙华区、秀英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两
区近期正式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25名
编制教师。被聘用人员纳入财政预算
事业编制管理，享受国家事业单位同
等在编在岗教师待遇。

小学教师80人
幼儿园教师95人

报名时间

5月31日9：00至6月9日12：00

龙华区150人

语文老师57人，数学老师57人
英语老师 10人，体育老师 10人
美术老师9人，音乐老师 7人

报名时间

5月31日8：00至6月6日17：00

秀英区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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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林
诗婷）三亚旅游行业管理工作迎来新
进展。5月22日，三亚市体育旅游协
会在蜈支洲岛景区举行成立仪式，截
至目前，该市旅游行业社会组织已达
17家，会员单位覆盖全市近1300余
家旅游企业，涉及旅游从业者约23
万人，占该市旅游企业80%以上规
模。据悉，三亚聚焦旅游行业管理中
的难点、痛点及堵点问题，积极推进
旅游行业改革创新工作，于日前在全
省率先成立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探
索实施“旅游行业联合会+品质保障
协会+专业协会”新模式，全方位促进
旅游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为国内推
进旅游行业协会规范化建设、加强行
业自律与综合治理、加强旅游人才队
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实现旅游国际化转型升级的
同时，三亚面临着旅游市场管理与规

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旅游管理体制
和产业综合协调与发展全域旅游、优
质旅游的要求不相适应，旅游人才队
伍建设与国际化高质量发展需要不
相适应，涉旅行业协会数量少、力量
薄弱、配套功能不全、专业化服务水
平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亟待推进行
业资源整合，加强旅游市场规范管
理，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三亚
旅游业要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承担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引领区’‘核
心区’的重大使命，必须通过改革创
新突破发展瓶颈，构建高质量发展的
新模式，加强旅游行业制度创新，大
胆推进旅游体制机制改革。”三亚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铁军说。

5月19日，三亚举行旅游行业协
会改革创新大会，联动省内各涉旅部
门、企业与行业组织，共同发布《三亚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旅游行业协会
深化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宣

布成立三亚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
该联合会将承担起联合性、枢纽型作
用，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协
会运作新机制。

“在确保行业协会主体独立性基
础上，我们将探索扩大政府与行业协
会共治的范围，赋予旅游行业协会联
合会行业自治权、政策知情权和参与
权、自主发展权、服务外包权、行业认
证权、自律惩戒权等相关内容。”陈铁
军说，三亚将从机构工作、行业治理、
产业拓展、部门协调、社会共建、开放
合作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试
验，为旅游业创新发展探路。

与此同时，细化行业分工，推进旅
游市场向精品化、品质化发展，近年
来，三亚还结合该市旅游产业布局实
际，先后成立了三亚市旅行社协会、海
鲜餐饮协会、婚庆旅游行业协会、中医
健康旅游协会、户外露营房车协会、旅
游酒店行业协会、旅游景区协会、旅游
交通运输协会、旅游民宿协会、旅游律
师服务中心等17家专业涉旅协会与

机构，会员单位覆盖近1300余家旅游
企业，涉及旅游从业者约23万人，全
面深化旅游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促
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亚通过整合各专业性协会力
量，将进一步促进旅游行业协会规范
化建设，加强行业自律与综合治理，
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三亚市旅
文局局长陈震旻说。

行业管理逐渐规范、资源愈加集
中、产品更加多元，如今，邮轮旅游、
游艇旅游、医疗健康旅游、婚庆旅游、
免税购物旅游、会议会奖旅游、商务
展览旅游、体育旅游、文化旅游、研学
旅游等旅游业态日益丰富，三亚旅游
产业正朝着实现千亿级产业目标快
步迈进。“加强行业自律是加强旅游
行业管理的重要基础，要把推进三亚
市旅游行业协会改革和发展作为进
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旅游市场治
理方式、主动适应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发展的重要举措。”省委常委、三
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表示。

三亚在全省率先成立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推进旅游行业改革创新

整合行业资源 提升旅游品质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近日，午后，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
坊镇阜途村，村内一条排水沟被污泥
堵住了。来自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阜
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罗庆带着几
位村民准备挥锄清淤。

已年过五旬的罗庆两鬓略显斑白，
讲话谦和，但干起活来手脚利落一点儿
都不含糊。只见他挥起铁锹接连几下
铲开污泥，藏身其中的塑料袋、瓶罐就
被挖出来了，他用长脚镊子逐一将这些
白色垃圾挑出来装袋。村民们也纷纷
动手开始清理垃圾。

“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事事关
乎村民的切身利益，我们要用心干好
每一件小事。”罗庆说，乡村振兴工作其

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做好环境卫生整治，
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据悉，阜途村由
4个村民小组与2个移民自然村组成，
共有1500多人，土地总面积有9200多
亩，人口多，日常生活垃圾也就随之增
多。不少村民习惯将塑料袋、易拉罐、
啤酒瓶等垃圾随手丢弃在房前屋后的
灌木丛、竹林甚至是排水沟里，严重影
响村容村貌。

阜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小
昆坦言，在动员大家重点清除白色垃
圾之初，不少村民要么找借口推脱，要
么观望。为此，乡村振兴工作队及时
与村“两委”班子沟通，将这项工作细
化落实到“分村、分点、分路段”，即在
督促16个公益性岗位（保洁员）做好
村道沿线环境卫生整治的同时，将村

“两委”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村
民小组成员划成若干个小队，挨家挨
户上门动员各自负责片区的村民参
加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整治大行
动。此外，每周六或周日，阜途村还
举行“大手拉小手、净化美化家园”活
动，动员更多的村民带上小孩一起参
加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形成人人动手
的良好氛围。

在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小事”
的同时，阜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正在
努力准备干成一件“大事”。

“今日胶价12元/公斤。”5月21
日，在白沙阜途村收胶站，当看到阜
途村富晓种养专业合作社即时更新
胶价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曾照清难掩内心欢喜，一旁的罗庆不
忘将这一幕记在工作日记上。据悉，
这是今年以来阜途收胶站公布的最
高价格了。“胶农增收了，干活干劲就

足了，这不仅是七坊镇阜途村的大
事，也是白沙橡胶产业发展的大事。”
白沙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4月18日，白沙选定七坊镇阜途村
作为全县构建橡胶产业“三统一”体
系的唯一试点村，按照白沙县委、县
政府部署，旨在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引领，以振兴天然橡胶产业为目
标，充分发动村集体合作社作用，对
橡胶产业实行“统防、统管、统销”，努
力为其他乡镇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
经验做法。

“橡胶可是咱村支柱产业，必须
得多花点精力干好这件大事！”曾照
清介绍，阜途村的橡胶种植面积有
6000多亩，年产值可达350多万元，
可现状是部分村民对这一“三统一”
体系略感陌生，再加上私营收胶站的
竞争，富晓种养合作社一时面临着不
小的压力。为此，自成立合作社以

来，村“两委”班子成员与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员一起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加
入合作社，将收割的胶水送到合作
社指定收胶站，“抱团”减少中间环
节，努力提高收购价格，确保农户的
利益，而合作社的收益，除了将40%
当作发展基金外，另外的 60%用于
村里的文体等基础设施建设。可难
免有村民心存不解或另有“小算盘”
时，村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总不厌其烦地动员、劝说，直至对方
理解、支持。

山路多崎岖，工作多琐碎，无论是
环境卫生整治，还是非洲猪瘟防控，亦
或是奔走动员做好白沙橡胶产业“三
统一”体系试点工作的前期准备，阜途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们总是日复一
日地奔波着，那一片片苍翠挺拔的橡
胶林见证着他们干事创业的身影。

（本报牙叉5月24日电）

白沙七坊镇阜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发力村庄环境整治和村民增收

用心干好每一件事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关注三亚制度创新

山西举行旅游发展大会
国内主流媒体推介会
全国65家媒体共书“山西好风光”

本报太原5月24日电（记者林容宇）5月的
龙城太原，繁花似锦、生机盎然。5月24日，山西
省第五次旅游发展大会国内主流媒体推介会在太
原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65家主流媒
体，以及山西省11个市委宣传部和文旅部门负责
人，共150余人参加推介会。

此次由山西省文旅厅和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共
同主办的国内主流媒体推介会，是不久前山西省第
五次旅游发展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发
挥国内主流媒体平台宣介作用和全媒体平台优势，
推介山西特色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传播山西省构建
全省域旅游发展“331”新格局的全新理念，为发展
乡村旅游，全力打造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游强
省营造舆论氛围。

采访团成员表示，将会以丰富的形式及融媒
体手段做好这次主题报道，同时深度发掘山西文
化旅游亮点，将山西文化旅游的新特色、新魅力、
新成就展现给全国人民。

海南省诚信企业协会
换届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省诚信企业协会
换届大会暨成立三周年年会近日在海口举行，会
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会长。

目前，海南省诚信企业协会共有165家会
员单位，其中已有8家被评为海南省省级诚信
示范企业，28家为“2016—2017年度星级诚信
企业”等级认定企业，12家会员企业列入“海口
市2018年（第三批）守信红名单”，3家会员企业
荣登海南民营企业100强。

会上表彰了2018年度诚信先进企业29家，
还举行了海南诚协“诚信企业认定工作委员会”揭
牌仪式及海南省诚信企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揭牌仪式。

2019年海南端午
美食文化节今日开幕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 5月25日，2019年海
南端午美食文化节将在海口名门广场开幕，来自
琼海、定安、万宁、海口等地数十家粽子企业将在
这里集中展销特色名粽以及创意新品。

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琼海市人民
政府、定安县人民政府主办，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
司、琼海市商务局、定安县发改委承办。活动注重
粽子品质安全和海南粽业品牌形象塑造，提振海
南粽子市场消费信心，打造海南名粽品牌，为广大
市民游客提供经过层层检测的“放心粽”“安全
粽”。开幕式上，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组
委会将对部分优秀粽企颁发“海南名粽”牌匾。

活动现场，传统肉粽、五色粽、鸡屎藤粽子、福
粽、灵芝鸡粽、斑兰粽、柳妈粽等多个特色粽品将
进行展销。除了粽子外，还提供福水莲花、百香果
茶、辣木茶、山柚油等多种农副产品供市民游客选
购。此次活动时间为25日-26日，历时2天。活
动期间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参观选购。

此次端午美食文化节将召开以“粽子安全
与品牌塑造”为主题的海南粽业研讨会，有关部
门领导、行业协会代表、粽子企业代表等嘉宾针
对海南粽业如何突破生产标准混乱、质量安全
等瓶颈，如何做大做强产业，如何最大程度降低
非洲猪瘟对海南粽业影响，提振市场消费信心
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把脉海南粽子产业发展，
建言献策。

此次展会现场室内与室外结合，现场搭建专
场推介区，设计布置充分展现龙、粽子、香囊、艾蒿
等端午元素符号，体现对传统文化追根溯源的精
神，营造浓郁的端午节气氛。除了展示采购之外，
活动晚会还安排了抖音热舞串烧、歌舞演唱、花式
调酒、川剧变脸、有奖问答等精彩节目。（蔡锡葵）

关注2019年海南定安美食节

定安“争鲜美食汇”
今开席
活动现场可领取“争鲜免费券”

本报定城5月2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5月25日，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争鲜美食汇”将在定安县定城镇海洲广场热闹开
街。海南日报记者5月24日从2019海南·定安
端午美食文化节组委会获悉，现场路线指示牌、美
食摊位已全部布置妥当，美食摊主也将部分美食
食材运往活动现场。

本届美食文化节以“十味定安”为主题，与以
往相比，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活动形式更具趣味
性，更加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性、参与性。5月24
日，组委会已邀请了部分美食博主、自媒体抵达定
安“探营”试吃，为吃货们互动、及时播报第一手的
美食资讯。

5月24日，通过南国都市报微信平台发放的
“争鲜免费券”已经认领完毕。没有抢到免费券的
市民可以直接到现场，组委会将为大家增发部分
免费券，大家可扫码领取，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定安粽子、炸黑猪排骨、白切农家鹅、带皮小
黄牛、农家笠、年糕……24个摊位近百道美食款
待，还有精彩纷呈的互动游戏，定安特色糖面、面
人等传统技艺表演。

关注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本报文城5月24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为积极响应
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精准扶
贫的号召，进一步优化开展消费扶
贫工作，助力脱贫攻坚，5月24日，
文昌市今年首场爱心扶贫大集市在
文城热闹举行，当天销售额达到
17.3万元。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集市
现场看到，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文昌鸡、黑山羊、荔枝、菠萝、花
生等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吸引了大
量市民和帮扶责任人前来选购。贫
困户陈文丽来自潭牛镇，她带来的30
只文昌鸡被抢购一空。

“有客人一下子买了12只鸡！”

陈文丽说，这些鸡都是养了6个月
以上的，味道很好，鸡饲料她在定
点的商店先拿，卖了鸡就可以把钱
还上。

东阁镇贫困户陈桂琴带来的是
自家种植的大米、花生、地瓜等。她
说，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有很多
消费者在爱心扶贫集市之后还继续
与她联系购买农产品，现在她家的农
产品已经不愁销路。

时下，正是文昌荔枝大量上市

的季节，爱心扶贫集市活动现场，
东路镇新鲜采摘的荔枝吸引了消
费者积极选购。东路镇贫困户邢
丽娜说，这些产品都是美德村贫困
户种植的，有荔枝、橘子、菠萝，新
鲜美味。

此次活动以“爱心扶贫，小康路
上同行”为主题，共展销了来自文昌
17个镇的70多户贫困户、13个联结
贫困户的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生产的
各类特色农产品70多种。

文昌举办今年首场爱心扶贫大集市
一天销售额17.3万元

海口爱心春蕾班开班
20名贫困家庭女童获资助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陈
卓斌）5月23日下午，海口市琼山区
甲子镇新民小学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海口爱心春蕾班”启动仪式正在这
里举行。启动仪式上，该校20名贫
困家庭女童每人获得了2500元爱心
资助金。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口爱心
春蕾班”由省妇联牵头组织，由社会爱
心人士、企业家林子淇捐资设立。此
前，海口已创办了5家“春蕾班”。

我省自2003年启动“春蕾计划”
以来，陆续开展了“扶贫巾帼励志中
专班”“春蕾学校”和“春蕾班”创建等
系列助学活动，形成了“扶贫济困、助
学兴教”的时代新风尚。截至目前，
我省“春蕾计划”共帮扶了近10万人
次的困境儿童，资助资金总额达
1800多万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5月24日，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的2019年中国旅游日海口分会场活动暨海口旅文促销·荔枝红采摘
季活动举行。图为在海口市永兴镇美孝村一处荔枝采摘园，市民游客体验采摘乐趣。

近期，海口市秀英区、琼山区等火山荔枝主要种植区还推出了多条火山荔枝采摘游线路，在云龙镇、大坡镇、甲子镇等
乡镇设置了多个荔枝采摘游玩点。 文/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熊丽丽 图/本报记者 张茂

荔枝采摘游
邀您来体验

关注高考

我省公示一批享受
高考加分考生名单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省考试局5月
24日公示一批享受政策性照顾加分
的考生名单，接受群众监督。具体考
生名单可登录省考试局官网查询。

台湾籍考生，共 21人，接受群
众反映情况的单位为省委统战部，
联系电话为65337860

本批公示的高考考生包括农
村人口独生子女，共379人,接受群
众反映情况的单位为省卫健委，联
系电话为65307232

归侨考生、归侨子女考生（不
含侨眷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考生，共 135人，接受群众反映情况
的单位为省委统战部，联系电话为
6539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