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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月18日（星期日）9时30分至12时
主讲人：陈存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博导）
讲座主题：海南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的生

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温馨提示：请听众在入场前戴好口罩，并

按照省图书馆的疫情防控要求出示“健康码”
有序进场；由于省图书馆正在进行二期场馆建
设，停车场停用，建议大家乘坐公交车前往。

海南自由贸易港
大讲坛讲座预告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多方合作开发牙胡梯田旅游区

首期建设项目
计划年底试运营

本报讯（记者谢凯 特约记者刘钊）4月12
日上午，五指山市牙胡梯田旅游区多方合作开发
签约仪式在毛阳镇牙胡村举行。仪式现场，省旅
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部公司与海南日报智库、
海南省农科院、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等6家
单位和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建设牙胡梯
田旅游区。

据悉，经过近一年的项目开发前期准备工作，
牙胡梯田旅游区开发项目已进入实质性开发建设
阶段。按照计划，牙胡梯田旅游区首期建设项目
定于今年12月30日投入试运营。

自五指山市与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积极落实协议内容，先后设
立省旅投中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法人机构，委托多
家专业机构编制完成牙胡梯田旅游开发总体策划、
专项研究等，积极推进牙胡梯田旅游区项目开发。

省旅投相关负责人说，此次签约是为落实“党
委政府+海南旅投+科研机构+村集体+合作社+
农户”合作开发模式，对牙胡梯田旅游区进行高水
平生态旅游和生态循环农业开发。

牙胡梯田位于黎族聚居的牙胡村，也是五指
山黎族农业文化遗产地，黎族农耕生产技术和传
统文化活动均围绕梯田展开。牙胡梯田呈现热带
雨林-水系-梯田-村寨“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
系统，具备优质旅游资源和较高开发价值。

本报保城4月14日电（记者李
梦楠）奏响黎族器乐、展示黎锦苗绣、
亮出非遗技艺……为庆祝传统节日

“三月三”，4月14日上午，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在该县七仙广场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技艺展示及
非遗集市活动。

当天上午9时许，伴随着特色
民族乐器的演奏声，此次活动拉开

帷幕。活动现场设置了黎族木器
乐、苗族刺绣、钻木取火等 6个技
艺展示区。

“这幅长200厘米、宽43厘米的
黎锦作品，要花费10天左右才能完
成，还不包括前期的准备工作。”现
场，来自保亭什玲镇什玲村的黄女士
带来一幅黎锦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
目光。黄女士介绍，她已经有40余

年的织锦经验，“我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向大家普及黎锦制作技艺，让更
多的人了解黎锦、热爱黎锦。”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集
市，展示的黎锦、藤编等黎族苗族特
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市民游客们在
游玩的同时，还可以选购自己心仪的
手工艺品。当天晚上，保亭还在槟榔
谷开展黎族苗族民歌比赛决赛，为市

民游客们带来一场独具特色的民乐
盛宴。

据了解，4月 12日至 14日，保
亭举行了“民族歌舞”进校园惠民演
出、“三月三”黎族苗族民歌比赛初
赛等系列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广
大群众的节庆文化生活，生动展现
地方特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

开展系列活动欢庆“三月三”

展示黎锦苗绣 亮出非遗技艺

本报定城4月14日电（记者叶
媛媛）近日，定安各党政机关部门充分
发挥红色资源载体作用，通过丰富形
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4月12日上午，在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即将来临之际，定
安县翰林镇中瑞居通过将党史与民族
团结相关政策结合的方式，面向中瑞

居苗族居民点小组长、苗族妇女代表
及中瑞学校部分师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

4月9日，在岭口镇内洞山五丈岭
半山腰的内洞山革命根据地，定安县
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支部的党员们小
心翼翼地将石刻、石碑上的灰尘刷
去，敬重地用毛笔一笔一划地进行描

红，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烈，传承
革命精神。

“这不是简单地描摹，而是一种精
神的洗礼，凝聚着我们对革命先烈的
崇敬之情。”党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切实学好党史，把党的
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赓续精神血
脉，汲取精神动力，凝聚奋进力量，推

动实际工作。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也是定

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近
日来，定安县旅文局等部门也组织干
部职工到纪念园开展祭奠活动，党员
在王文明、冯白驹雕像前面向党旗庄
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表达继承英烈
遗志的忠心和决心。

定安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县将继续利用县内各类丰富
红色资源、红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同时注重讲活历史故事、用
活红色资源、搞活教育形式，生动
鲜活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深入人心。

海口龙华区聘请法律顾问

为村“两委”换届工作
提供法治保障

本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为确保村（居）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近期，海口市龙华
区与11家律师事务所、75名执业律师签订服务
协议、聘请法律顾问，覆盖全区129个村（社区）。

截至目前，法律顾问共开展换届法治专题宣
讲41场次，发放换届宣传资料8940份，提供法律
意见110条，化解矛盾纠纷55起，民事纠纷调解
70件，为稳步推进、高质量完成村（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据了解，龙华区各镇（街道）司法所和律师事
务所深入村（社区）开展换届选举法治宣传活动，
通过提供咨询、开展宣讲、参与调解、发放宣传资
料等手段，引导基层党员、群众树立遵纪守法和依
法维权意识，增强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法治
观念，营造风清气正、依法有序的良好换届氛围。

与此同时，龙华区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专业
优势、监督优势、权威优势，协助村（社区）制订选
举方案和计划，做好代表推选、选民登记等工作，
深入解读村（居）民委员会的选举规定和注意事
项，讲解在选举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违法违纪行为，
以及干扰、破坏换届选举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全
程参与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全过程，为选举的合
法与公平保驾护航。

龙华区还稳步推行“一个法律顾问包联一个
村（社区）”模式，积极推动法律顾问走访包联的村
（社区），了解党员、群众的涉法需求，耐心做好法
律方面的解释工作，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
盾化解在基层，确保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

三亚今年计划供应土地110宗

优先保障安居房等
重点民生项目用地需求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近日，《三亚市2021年
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发
布，确定该市今年计划供应国有建设用地共110
宗，357.92公顷。

据了解，三亚将优先保障安置区、安居型商品
住房、医院、学校、供水、供电、市政道路等重点民
生项目用地需求，重点满足三亚中央商务区、崖州
湾科技城、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三亚互联网
信息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园区项目落地需求。

根据《计划》，该市拟以划拨方式供应38宗土
地113.53公顷，占土地供应总面积的31.72%；拟
以“招拍挂”及协议方式出让72宗土地244.39公
顷，占土地供应总面积的68.28%。三亚计划供应
国有存量建设用地59宗、58.95公顷，占土地供应
总面积的44.41%；新增建设用地51宗、198.97公
顷，占土地供应总面积的55.59%。

本报八所4月14日电（记者肖
开刚）海南日报记者从4月14日举
办的东方“三月三”系列活动之海南
东方黄花梨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上获
悉，目前东方市已种植黄花梨1200
多万株，是海南种植数量最多的区
域。东方黄花梨产业也正加快发
展，黄花梨茶、黄花梨蜂蜜、黄花梨
酒、黄花梨线香等延伸产品已推向
市场，丰富了产业业态。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会长黄
建华说，海南黄花梨是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非常珍贵，全身是宝

贝，但保护不是为了限制黄花梨产业
的发展。东方种植了这么多黄花梨，
非常有眼光，接下来要在保护的基础
上更好地开发利用黄花梨，挖掘黄花
梨的更多价值。

海南大学林学院教师、海南省珍
稀名贵树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陈金辉说，黄花梨的药用价值还没得
到充分挖掘。研究中心近年研究出
的海南黄花梨新品种，两年时间内就
能长出芯材，虽然还不能用作家具和
工艺品，但已可以作为药用，为黄花
梨药用的产业化提供了可能。

从事黄花梨行业的海南永涛实
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永涛说，黄花梨可以做茶、蜂蜜，还
能发展黄花梨主题民宿、林下养殖
等产业，只要不断做精做细产业链，
海南黄花梨的价值就能更充分地发
挥出来。

东方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东
方市独特的地理、气候为黄花梨提供
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赋予东方黄花梨
别致的品质。其具有香味浓重、纹理
细腻和木质坚硬等3个明显特点。
建议广大企业和种植户进一步挖掘

黄花梨的药用价值、观赏价值和收藏
价值，通过“企业+农户”“种植+销
售”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发展好东
方的黄花梨产业。

据了解，为进一步挖掘黄花梨文
化，推动黄花梨产业的发展，东方市
凭借黄花梨产地的优势，以反哺自
然、保护自然的感恩情怀，将“感恩福
地、花梨之乡”确定为东方的文化定
位，大力弘扬“扎根守土，厚积薄发”
的黄花梨精神，积极发展独具地方特
色的黄花梨产业，使得黄花梨已然成
为东方的一大品牌产业和文化符号。

定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讲活历史故事 用活红色资源

海南东方黄花梨文化产业发展论坛呼吁：

挖掘新业态 突出产业化载歌载舞庆佳节
本报屯城4月14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林小丹）4月14日，屯昌县
枫木镇琼凯村举办2021年屯昌县黎
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分会场节
庆活动，载歌载舞庆祝“三月三”。

当天上午，琼凯村的苗族姑娘以
欢快的歌舞《春雨来到咱苗家》拉开
分会场活动序幕。活动在传统节目
竹竿舞中结束，不少群众受到欢快歌
舞的影响，纷纷参与到竹竿舞中。

据了解，屯昌县举办“三月三”
节庆活动，是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成果，引导各族群众共同
团结奋斗，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绿色生态富足共享新屯昌作贡献。

爱心集市暖民心
本报嘉积4月14日电 （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吴育妹）4月14日，
琼海会山“三月三”爱心助农大集市
活动举行，该市13个镇（区）的特色
农副产品在集市展销，颇受欢迎。

爱心助农大集市活动是琼海
（会山）“三月三”黎族苗族传统文化
节的内容之一。文化节还将有传统
琼剧演出、会山镇民族文艺汇演、苗
绣比赛、黎苗特色工艺展、苗族传统
婚庆体验、长桌宴等活动，充分展现
了会山当地的少数民族特色。

本报万城4月14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小静）4月13日晚，万宁
市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经典启动仪式
暨百部红色经典影片展映在兴隆举
行。该活动将贯穿全年，通过放映红
色经典影片等，引领社会各界学党

史、忆初心、担使命。
在启动仪式后，活动现场放映了

首部展映电影《建党伟业》，影片中中
国共产党人所展现的豪情和壮志，以
及革命先辈崇高的信仰力量，让现场
许多观众为之震撼。

此次活动将采用每周六、周日19
时30分在兴隆月亮河广场定点放映
的方式，免费展播红色经典电影，让
党员及群众从影片中了解党史，牢记
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坚定理想
信念。

活动还将同步开展建设国际红
色文化房车营地、搭建人民群众合欢
舞台、举办党史图片展等，营造浓厚
的红色氛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2021第二期海南
政法大讲堂举办

本报讯（记者良子）4月12日下
午，海南省委政法委主办的2021年
第二期“海南政法大讲堂”在省人大
会堂举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焦佩锋应
邀作了题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的专
题讲座。

讲座上，焦佩锋坚持史论结合、学
用结合，从“坚守人民立场，始终与中
国人民同甘苦”“勇于自我纠错，善于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掌握历史主动，
推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等三个方面
回答了如何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
省政法系统要注重统筹兼顾，把党史
学习教育同政治教育、英模教育、警示
教育结合起来，同政法队伍“铸魂砺
剑”工程和教育整顿工作结合起来，教
育引导政法干警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
和时代使命感。

海口发布
首批红色地名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习
霁鸿）4月14日，海口市民政局在官
方网站发布《海口市民政局 中共海
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发布海口市
第一批红色地名的公告》，发布了已
整理完成的海口首批红色地名及相
关背景资料。

首批红色地名共14个，包括：中
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海南革
命烈士纪念碑、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
陵园、冯白驹将军纪念亭、冯白驹故
居、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刘秋菊纪念
园、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白沙门渡
海作战纪念广场、广东省立六师中共
党团支部成立旧址、苏寻三乡人民革
命纪念亭、演丰地区人民革命纪念园、
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李向群
烈士纪念园等。

万宁举办红色影展等活动

银屏观事迹 精神存心间

4月13日，在海南省史志馆，党员观看展出的迫击炮。
近期，我省党政机关、企业以及市民游客纷纷来到海南省史志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接下来，海南省史志馆将充

分发挥自身所长，让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通过参观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
力支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重温党史
赓续血脉

东方

保亭

屯昌

琼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