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卡丁车
“开”进天涯海角

近日，游客在三亚天涯海角
游览区体验彩虹卡丁车项目。

据悉，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
彩虹卡丁车项目于近日面向游
客开放，卡丁车行驶的整个赛道
由绿荫环绕，并装饰有七彩的轮
胎，营造出轻松有趣又热血的竞
技氛围，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和
年轻游客前来体验。同时，还有
新建成开放的星空营地、亲子淘
金和沙滩儿童乐园等项目，丰富
游客游玩体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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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市县两会

本报三亚1月18日电（记者黄
媛艳）发展民宿经济已成为三亚推动
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三亚“两
会”期间，诸多政协委员就如何促进民
宿经济发展发表真知灼见。委员们认
为，要加速制度创新解决发展的痛点
问题，通过规范引导、加强管理、加大
培训等方式，推动产业向好发展。

三亚吉阳区博后村是“网红民宿

村”，2020 年其民宿累计接待游客
40.2万人次，营收达到6421万元，民
宿经济已成为该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增
长极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然而，
受制于民宿产权归属问题不清的制
约，该村的民宿业主和民宿经营者备
受困扰。民革三亚市委会委员经过调
研后建议，创新处理民宿权属问题，对
抢建房屋之前已有其他符合我省规定

标准面积宅基地的，且无法处理的“一
宅多户”问题的民宿，村委会以土地使
用权作价入股，民宿开业后一定年限
内村委会不参与民宿经营及分红，期
满后参与民宿经营管理并按股份比例
参与；综合利用网格化管理体系、高科
技手段及严格执法，坚决打击违建问
题，促进民宿经济健康发展。

民盟三亚市委会委员建议，要充

分利用系列制度改革试点解决发展难
题，重点规范建立包含乡村旅游安全
的宣传体系、预警体系、应急管理体
系、责任追究体系、保障体系等五级安
全保障体系，以统一的标准维护民宿
经济、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针对当前民宿主管部门不明确、特
色资源开发较少，行业培训机制不完
善、从业青年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等问

题，共青团三亚市委员会委员认为，建
议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条例界定民宿标
准、明确主管部门，重点厘清民宿与乡
村酒店、旅租等业态的关系；加强产业
集群化管理，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
产业规划；发挥三亚旅游民宿协会的作
用，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提升从
业青年的管理经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
亚民宿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民宿经济如何发展,三亚政协委员有话说

解痛点 建体系 定标准

一、启动福利院扩建项目建设
（满足福利机构儿童日益增长的

生活技能、文化艺术、社会融入、自尊
自信等需求）

二、“菜篮子”公益性农副产品中
心及网点建设

（建设 3000 平方米农副产品
储藏、加工、分拣中心，设立 300
个公益性农副产品销售摊位、10
个平价菜店，投放 15 个智能生鲜
售卖柜）

三、安居型商品房及安置房建设
（建设 3934 套安居型商品住

房，保障本地无房市民及引进人才住
房需求

加快三亚市抱坡片区棚改安置
区项目、西瓜芒果安置区（二期）2个
项目共6470套安置房建设）

四、启动学校教室空调配置工程
（实施田家炳高级中学等学校教

室空调全覆盖项目供配电工程及空
调采购）

五、实施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
（推进崖州区城西村与天涯区水

蛟村、布甫村等5个农村饮水巩固提
升工程项目建设）

六、建设完善公共文体设施项目
（加快推进三亚市文化中心、体

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建设，补文化
基础设施短板）

七、农垦居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推进三亚市农垦居供水工

程、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育才生

态区农村公路扩建项目、南岛幼
儿园、育才医院、高峰医院等项
目建设）

八、推进教育集团化办学项目
九、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开展21个老旧小区项目改造，

惠及居民1103户，改造29栋楼，改
造面积10.08万平方米）

十、公共场所安装便携式除颤仪
（在全市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

安装300台除颤设备（AED））

三亚发布2021年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

9亿元做10件事
本报三亚1月18日电（记

者周月光）1月18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三亚市七届人大八次会
议获悉，该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经向社会广泛
征集意见，三亚市委、市政府决
定2021年投资9.1888亿元，实
施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

三亚今年十大为民办实
事事项涉及民生方方面面，
都是三亚市民关心的突出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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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联系电话：0898-68660501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致在琼国际人才的一封信
详情请扫码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个税新政2021年起实施，可惠及全年工
薪收入不超6万元群体，优化扣缴更简便！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第19号公告）

电话：0898—12366
详情请扫码查看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

东方市引导大学生村官
加入村“两委”班子

本报八所1月18日电（记者肖开刚）“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海南自
贸港80%的土地在农村，这次换届后任期是5年，
大家要把握机会，积极加入村（社区）‘两委’班
子。”在村“两委”换届工作启动后，从海南大学到
东方市挂职八所镇党委副书记、担任乡村振兴工
作队大队长的杨元广，近日组织了一场面向大学
生村官的乡村振兴分享会，积极引导大家投身乡
村振兴工作中，更好实现个人价值。

为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村（社区）“两委”换
届工作，东方市近日召开了2021年村（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加强组
织领导，准确把握新一届村（社区）“两委”换届面
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努力选出一支思想政治素质
好、道德品行好、符合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的基层
干部队伍，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推动东方“十
四五”时期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大学生村官文化水平高，能更好适应现在的
网络化、无纸化办公要求，而且年轻人更有干劲，
工作执行力和工作效率高，更有利于推动各项工
作的基层落实。”杨元广说，为了让大学生村官更
好加入村“两委”班子，他们正在与组织部门沟通，
强化激励机制，争取让更多的大学生村官在这次
换届中加入到村“两委”班子。

“我们既是乡村发展的受益者，也是乡村振
兴的建设者，会更努力把工作做好、做扎实，为乡
村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八所镇斯文村大学
生村官唐于圣说，听了分享会他的收获很大，解开
了在乡村工作中的一些疑惑，进一步坚定了服务
乡村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2020海南自贸港
文创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记者昂颖）1月 18
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临
高县人民政府主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承
办，海南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的2020海南自贸港
文创大赛获奖作品名单揭晓。本届文创大赛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3896件，共评出金奖1
名、银奖3名、铜奖6名、优秀奖30名。其中李红
的作品《槟槟有礼》获得金奖。

据悉，金奖作品设计主题突出了文明环保，使
用了马口铁盒作为收纳载体，以循环使用及方便
携带的设计思路分装槟榔、荖叶、环保袋，包装设
计中包含海洋文化、骑楼文化、红色文化和黎族苗
族文化等特色元素，将槟榔特色伴手礼与海南本
土文化紧密相连。

本次文创大赛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主
题，突出海南独特资源和历史文化，以海南礼物创
意设计为主题，以“五棵树”（椰子、槟榔、橡胶、沉
香、黄花梨）元素、临高文化和海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专项题材进行文创设计征集，让文创与海南
文化互相结合，设计出最能代表海南形象的“海南
礼物”；同时，大赛进一步培育海南本土文创品牌，
通过文创大赛促进成果转化，开发出一批兼具文
化性、艺术性、观赏性和收藏价值的文创设计作
品，丰富和提升海南文创水平内涵。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橡胶木制成的唐僧师徒系列Q
版文创作品栩栩如生、憨态可掬；手
机支架花纹精细，质感天然，散发着
淡淡的、独特的木香气……

“橡胶木原本是废弃木材，科研
加文创让其再次利用，焕发新的光
彩。你看这些作品，是不是很有趣
呢？”1月17日，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橡胶所的一间课题室里，科研人员
李民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构思精巧
的橡胶木系列文创作品。

今年39岁的李民是土生土长的
湖南人。2009年，他从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毕
业后就来到海南生活工作，如今已是
第11个年头。

“那时你在海南没有亲人，对海
南了解也不多，为何还选择来这里发
展呢？”记者不解。

“专业对口、工作需要。海南具

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
优势，不论是对于我个人生活，还是
专业研究方向，都是有利的。”李民
坦言。

李民加入橡胶木进阶研究课题
组时，正好赶上团队使用高温热改性
技术对橡胶木进行应用研究。得益
于“十三五”期间，国家对于科研的投
入，2017年，李民所在团队的“橡胶
木高温热改性生产炭化木产业化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获得了海南
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个科技成果应
用于生产后，海南橡胶木的品质得以
直线提升，零添加、用纯物理的方法
让橡胶木达到天然林的品质，这意味
着橡胶木从之前的家具材料进阶成
了地板材料。

“天然橡胶是海南主要的经济作
物，在海南种植面积约860万亩，从
业人员非常多。”李民说，然而相较于
市场上一些受热捧的温带林材，橡胶
木的价格一直不高，在市场上属于中

低档次。李民及其团队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橡胶木的价
值、提升橡胶木的附加值。

受到故宫相关文创产品的启发，
开始琢磨用橡胶木制作文创产品。
通过控制橡胶木炭化温度，将指标不
同的橡胶木分别打造成手机支架、名
片夹、笔筒、书签，甚至更精细、复杂
的Q版卡通文玩，西天取经的唐僧师
徒、十二生肖等。

“这些由橡胶木制成的文创产
品，一方面可以成为天然、环保的海
南特色旅游纪念伴手礼，一方面也让
公众更好地认识了解橡胶木，提升橡
胶木附加价值。”李民说。

“十四五”期间，海南将加快自贸
港建设步伐，科技发展也将迎来新机
遇，李民希望继续以科技创新提升橡
胶产业综合效益。

李民平日很关注新闻，对于即将
召开的省两会，李民有一些想法：“目
前海南产业基础相对较差，产业人才

少，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也比较缺
乏，尚无法与科技大省、科技强省相
比。希望今年代表委员能进一步关
注海南自贸港背景下科研工作的实

际需求，海南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方面下更大功夫，最大限度调动创新
资源、激发创造活力。”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所科研人员李民：

科研橡胶木 雕出文创花

李民展示用橡胶木制成的文创产品。 （受访者提供）

两会心声· 海口市国际中医中心开建
投资近10亿元
预计2023年12月完工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雅莹）1月18日，海口市国际中医中心举行开
工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海口市医药发
展和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阵地，为全省开展中医
健康旅游和服务贸易注入新动力。

据介绍，海口市国际中医中心项目概算批复
总资金为97569.03万元，项目位于海口市城西
片区，用地面积约44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门
诊医技住院综合楼、科研应急保障综合楼的土建
（含装修）及安装工程，及室外配套工程、设备购
置等。预计2023年12月完工。

海口市国际中医中心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二
期项目，将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新院区。海口市
中医医院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康复和养生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
性中医医院。为了快速提升海口市中医药服务能
力，2017年,海口市委、市政府引入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优质中医药医疗资
源，全面托管海口市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