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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实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海南100名党史人物

百年壮阔海南潮

本报洋浦8月8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麦彦礼）
今年上半年，洋浦经济开发区多项主
要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其中贸易进出
口总值由负转正，在一季度进出口值
同比下降18.1%的情况下，二季度逆势
上扬，进出口值达154.5亿元，同比增
长87.3%，整个上半年完成251亿元，
同比增长25.3%。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8月8日从洋浦相关部门获悉的。

据了解，自去年6月1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洋浦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充分利用独有的政策优势，引进建发集
团、中化国际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等大型
企业入驻，带动金属矿砂、基本有机化
学品、纸浆等商品进出口值不断攀升。

今年上半年，洋浦的贸易进出口
总值完成251亿元，同比增长25.3%，
除中石化（香港）、海南炼化、金海浆
纸、逸盛石化等原有企业外，新引进的
企业的表现也很亮眼，其中海南恒青
科技发展公司预计完成70.8亿元，建
发（海南）有限公司预计完成70.3亿

元，中化国际预计完成27.7亿元。
据洋浦港海关副关长蔡春妮介

绍，洋浦的外贸进出口凸显出第二季度
外贸增速加快、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保
持双增长和商品种类呈多样化等特
点。其中，一季度进出口总值完成96.5
亿元，同比下降18.1%；到二季度，进出
口总值完成 154.5 亿元，同比增长
87.3%。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总
值分别为104.9亿元和42.6亿元，分别
增长116.8%和28.8%。进出口商品呈
现多样化，铁矿砂、对二甲苯和液化天然

气、木片和纸浆等商品为进口商品。出
口商品为成品油、聚酯切片和纸制品
等。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值为117.2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但仍占52.4%。

此外，入驻洋浦的民营企业发展迅
速，其进出口值达82.7亿元，增长达
847.6%，为洋浦的外贸增长作出了突
出贡献。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洋浦新增
市场主体6959户，同比增长309.6%，
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85%。

值得一提的是，洋浦的服务进出
口总值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上半

年，服务进出口完成19.2亿元，同比
增长82.9%。全年预计完成37.3 亿
元，同比增长59.7%。分季度来看，一
季度完成8.9亿元，同比增长48.4%；
二季度完成 10.3 亿元，同比增长
128.3%。分行业来看，运输服务进出
口16亿元，同比增长118%；加工服务
2.74亿元。运输服务和加工服务两项
合计占洋浦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97.8%。据悉，洋浦运输服务的核心
业务主要为海南中远海运能源有限公
司的海运业务。

上半年贸易进出口总值完成251亿元，同比增长25.3%

洋浦：政策红利带动外贸逆势上扬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以前到
了饭点，我就买几个馒头、包子吃，现
在有了‘长者饭堂’，每天都有热乎的
可口饭菜，真是太好了。”日前，拿到
三亚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送来的午餐时，80岁老人董玉美满
意地说。

原来，董玉美早年丧偶，几个孩
子身患疾病，没有赡养能力，老人唯

一的经济来源是政府部门发放的每
月600元的养老金，生活十分困难。
了解到董玉美的情况后，天涯区党群
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组织党支部党员
和工作人员下户调查了解老人的基
本情况，不仅安排董玉美到“长者饭
堂”用餐，还解决了老人每日中餐、晚
餐所需费用。

“对于符合助餐补贴条件的老

人，我们会有社区网格长、网格员上
门帮助他们办理相关手续。一些年
纪比较大的、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我
们也会安排专人把饭菜送到她们家
中。”工作人员王丽璇介绍，去年5月
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长者饭堂”设
立，为周边朝阳社区、友谊路社区、儋
州村社区和春园社区等4个社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营养、便捷、安

全的助餐服务，目前已为48位老人
订餐逾万份。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长者
饭堂”的设立，旨在解决辖区部分
老年人助餐配餐的生活问题，使他
们生活有较为可靠的保障。该饭
堂目前已建立了安全可靠的餐食
供应和配送服务链，并不定期对
配餐中心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监

督，确保饮食卫生安全和供餐服
务质量。

今后，天涯区将继续积极探索
“党建+民生”工作机制，努力整合
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等
多方面资源，将“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贯穿全程，将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际
行动。

三亚“长者饭堂”为周边社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

万份热乎菜“膳”待老年人

本报临城8月8日电 （记者张
文君 通讯员王信隆）8月8日，在临
高县人民医院门诊楼一楼大厅的“一
站式”服务中心，护士林小妹正忙着
为患者解答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一站式’服务中心是综合服
务窗口，可以提供多种服务，让群众
就医少跑路。”林小妹说。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临高县人
民医院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于8月2日开设“一站式”
服务中心，为群众就医提供“一站
式”医疗服务，旨在让群众“只进一
次门，只跑一次路”。据了解，该“一
站式”服务中心主要服务功能有预
约挂号、导诊导医、退号退费、报告

结果打印、办理住院、异地转诊审
批、门诊及住院清单打印、病历复印
盖章、医保信息修改、慢病咨询办
理、接待投诉、满意度调查、疾病证
明书盖章、体检盖章、门诊麻醉药品
办理、死亡证明盖章、残疾鉴定盖
章、终止妊娠盖章等。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该服务

中心运行以来，前来办理相关手续、
问诊的患者及家属较多，为此，服务
中心还安排工作人员轮流值守，为患
者提供多项便民服务。截至8月6
日，该服务中心办理异地转诊审批
14份、残疾鉴定盖章4份、死亡证明
盖章2份、病历复印盖章3份，疾病证
明书盖章1份，门诊麻醉药品办理2

份等。
“医院将结合当前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办好‘一站
式’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方便、高
效、快捷的医疗服务。同时将进一步
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促进临高医疗事
业快速发展。”临高县人民医院院长
孙启明说。

临高县人民医院为患者提供多项便民服务

服务“一站式”就医少跑路

王白伦，原名王育才，海南琼山县
（今海口市）人。1926年初，军阀邓本
殷的黑暗统治被国民革命军推翻，大
革命高潮在琼崖兴起，王白伦在大哥
王育贤的引导下，开始投身于革命斗
争，被道崇乡农会选送到琼崖高级农
民军事政治训练所学习，并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党组

织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坚持斗争。王白
伦从府海回到道崇乡，立即把各村农
会的自卫军组织起来，实行统一指挥，
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攻打道
崇民团。同年 9 月，中共琼崖特委领
导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王白伦参加
攻打嘉积镇外围据点椰子寨战斗。

1937年七七事变后，琼崖特委书
记冯白驹在指导共产党代表与国民

党琼崖当局进行谈判时被国民党方
面逮捕，危急关头，王白伦代理特委
书记，挑起重任。为营救冯白驹夫
妇，王白伦以琼崖特委名义通告全琼
全国，揭露国民党琼崖当局假团结真
分裂的罪行。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叶
剑英向蒋介石反复交涉和全国、全琼
各界人士、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和要
求下，蒋介石被迫下令国民党琼崖当

局释放冯白驹。经过一年多的斗争，
琼崖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的谈判
终于达成协议，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正式形成。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琼
崖抗日独立队。

1946年，中共琼崖特委为了应对
国民党军挑起内战的形势，决定成立
五个临委，王白伦兼任西区临委书
记。他又投入艰苦的反内战斗争

中。由于长期的斗争生活，积劳成
疾，王白伦肺病多次发作，大家劝他
休息治病，他总是推辞并带病坚持工
作。1946 年 10 月间，他患寒热症，仍
然带病坚持召开会议，布置儋县、白
沙、临高等县的战时任务和民众工
作。由于病情恶化，又缺医少药，王
白伦于同年 11 月 5 日在白沙县阜龙
乡逝世，时年43岁。

王白伦：革命先驱 鞠躬尽瘁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近日，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家博物馆联
合推出的《无声诗里颂千秋——美术
经典中的党史主题展》在国家博物馆
展出，以百件作品呈现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由广州
雕塑院院长许鸿飞历时半年创作、以
海南西岛女民兵为原型的雕塑《西岛
女民兵》也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据了解，此次主题展在多个国家
级美术单位的馆藏珍品中遴选了100
件作品，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百年辉煌
历程。为了真实还原西岛“八姐妹”的
英姿，许鸿飞今年年初前往西岛实地
考察，搜集了大量炮班队员日常训练
等图文资料，把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
姿态体现在雕塑作品中。

据悉，自6月22日开幕以来，主
题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
度评价，截至7月30日，总观展人数
突破45万人次。

《西岛女民兵》雕塑
亮相国博党史主题展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徐良伟 彭怡）日
前，全省水务系统“保护水生态”主题视频征集活动
评选结果出炉，经组织专业人员评审，评选出一等
奖视频1部，二等奖2部，三等奖3部，优秀奖9部。

其中，三亚市水务局的作品《三亚河的蜕变》
获得一等奖；海口市水务局的作品《最美奋斗者》
和东方市水务局的作品《水润东方美如画》分别获
得二等奖；昌江黎族自治县水务中心的作品《大美
川泽纯美昌江》、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局的作品
《陵水河宣传片》、三亚市水务局的作品《锐意进取
创新求实 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发展》分
别获得三等奖。还有9部作品获得优秀奖。

据介绍，自2021年6月开始，省水务厅在全
省水务系统范围内开展“保护水生态”主题视频征
集活动，吸引了各市县积极踊跃参与。

“保护水生态”主题视频
征集活动评选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昂颖）近日，团省委向各级团组
织和广大青年集体、团员青年和青年突击队发出
倡议，要求迅速集结海南自贸港新时代青年突击
队等青春力量，让青年在突击队实干中历练自我、
升华自我，为建设海南自贸港贡献智慧和力量。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
海南自贸港新时代青年突击队507支，主要来自
省直机关事业单位、金融系统、青年文明号单位、
各领域企业等，招募队员累计超过1.42万人。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近期，团省委联合各团
市县（区）委广泛迅速组织动员团员青年组建青年
突击队，并带领青年志愿者投身核酸检测、防疫宣
传、接听防疫咨询热线、心理辅导等相关工作。

我省共组建507支
海南自贸港新时代青年突击队
累计招募队员超1.42万人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罗霞）第二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将于明年
举行，香港贸易发展局将组团参展，集中展示香港
优质产品。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8日从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获悉的。

在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近
日举行的座谈交流会上，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南首
席代表吴文慧表示，首届消博会参展效果超出预
期，香港贸易发展局计划组织更多的香港优质产
品参展第二届消博会，集中展示更多的香港品
牌。她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给予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希望未来与海南在会展、投资促进等
方面深入合作，让更多的香港企业共享海南自贸
港机遇。

据了解，在今年5月举行的首届消博会上，
香港贸易发展局组团参展，全面展示香港在金
融、专业服务、物流及创新科技等服务业领域的
优势产品，并带来了香港设计师在各项比赛中设
计新颖的得奖产品。

香港贸发局将组团参展
第二届消博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琼海市多家书店积极购进各类党史书籍供市民阅读。暑假期间，不少师生走进书店
和图书馆阅读中共党史等课外读物。图为8月8日，学生在该市文博书店阅读党史书籍。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学党史“充电”忙

今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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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磊 通讯员常雅妮 陈冰）日
前，《陵水黎族自治县鼓励和扶持农村实用人才发
展十五条措施（试行）》（以下简称《措施》）出台，进
一步完善陵水农村实用人才政策体系。

《措施》规定，每年组织全县农村实用人才开
展不少于2次技能培训，为通过培训考取初级以
上《职业资格证》的农村实用人才推荐就业岗位。
开展各类实用人才年度评选活动，业务水平拔尖、
事迹突出、扎根农村基层的农村实用人才可参选
村干部，并发放奖励补助。

《措施》明确，要为在陵水境内从事农林牧渔
业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项目的农村实用人才，
依实际情况提供小额贷款优惠政策。为创业者提
供新型信贷业务，针对优秀的创业项目、青年人
才，启动资金扶持“双百”计划，进一步加大对农村
实用人才创业的金融政策支持。对涉农项目企业
在农村投资建立农村创业指导中心，为农村实用
人才发展创业提供服务项目的企业给予资金奖
补，激发企业助农热情。

陵水出台鼓励和扶持农村
实用人才发展十五条措施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日前，省
教育厅、省旅文厅联合发布《关于申报2021年旅
游行业学历继续教育专业的通知》，明确2021年
海南省继续实施“旺工淡学”旅游人才培养项目，
招生对象为酒店、旅行社、景区景点和旅游餐饮等
行业从业人员，计划完成中职、专科、本科等三个
层次学历教育招生，共计5000人。

省教育厅、省旅文厅已组织全省具备开展相
关旅游大类专业学历继续教育的各高等院校和中
职学校申报2021年“旺工淡学”项目实施高校，每
所学校限申报专业数量不多于3个，每个专业招
生计划不超过300人，申报总招生计划原则上不
超过800人，且优先支持2020年实施效果较好的
学校继续开展2021年“旺工淡学”项目招生工
作。针对项目实施高校，省教育厅、省旅文厅对其
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专业教师队
伍建设等方面均做了有关要求。

我省2021年度“旺工淡学”
旅游业人才培养项目启动招生
计划招收5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