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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老年人越来越多，随着年龄的增
大及身体状况的变化，他们生活的圈
子日益变小，更多的老年人缺失了与
社会沟通交流的机会。

怎么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快
乐？记者在长者饭堂看到了答案——
饭菜，是热的；互相陪伴，是快乐的。

看到老人们在这里吃得自在、

玩得开心，记者的心里感到十分高
兴。暖胃更要暖心，作为基层治理
服务的创新举措，长者饭堂凝聚了
政府管理者的智慧。在长者食堂，
既有政府补助的低价饭菜，也有和
社会接触的机会，交朋友、聊天、获
取新的知识等等，老年人的情绪可
以在这里得到疏导、释放。

令人欣慰的还有，海口的 56 个
长者饭堂，不仅在城区的社区里，还
延伸到了偏远农村，让农村的老年
人，同样能享受到这项暖心服务。这

反映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提
及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
设养老服务体系”，是真真切切落在
实处的举措。

实现“老有所养”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热切期盼，记者相信，在我省有
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基础上，会有越来越多的有效举措，
推动民政事业的加速发展，让“夕阳
红”更美更精彩。

让“夕阳红”更美更精彩

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党报记者走一线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张梦真

11月25日11时许，在海口市美
兰区龙岐社区的长者饭堂，热腾腾的
四菜一汤端上了桌。70多岁的老人
欧阳纯柏没有急着动筷子，而是拿出
一份报纸，先读了起来。“吃饭前看报
纸，是我的习惯。我虽然老了，但不能
和社会脱节。”欧阳纯柏说。

“那您知道最近有啥大事吗？”海
南日报记者决定考考老先生。

“你说的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吧？我是老党员，这根本难不倒我。”
欧阳纯柏回答。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人民谋幸
福，我现在就觉得很幸福。”说起来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老先生的话匣子打开
了。要说这幸福感在哪里，欧阳纯柏指
了指眼前的四菜一汤：蒸海鱼、小炒肉、
萝卜煎蛋、清炒白菜和一碗蛋花汤。

“这么丰富的菜只要10块钱，这是
政府下了大力气、花了大价钱，给我们
老年人的福利。”欧阳纯柏告诉记者，从
2019年龙岐社区长者饭堂开办以来，
他几乎天天来这里吃饭，“这里的每一
份饭，政府都有补贴。家庭困难的老
人，根据情况不同，有的只要掏3块钱，
有的甚至免费吃。你说这好不好？”

开饭前，长者饭堂还开展了一场
公益讲座，是志愿者自发组织的，教老
年人做耳部保养。“咱们的耳朵有100
多个穴位，平时各位阿公阿婆没事的
时候多揉揉耳朵，能提神醒脑，还能帮
助睡眠”——台下的老人听得十分用
心，跟着志愿者做摸耳朵的动作。

“这样的活动经常有吗？”“有啊，
前几天还有公益理发和趣味运动会
呢！”看着疑惑的记者，70多岁的张燕
峰热心地说道。

“我们还能在这里量血压、检查口
腔和眼睛，也经常有中医来义诊。”80
多岁的邱阿婆说，“有热饭热菜，有人
保障我们的健康，我们聚在一起还能
聊天，这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老人们的笑容，绽放在脸上，就是
一朵朵灿烂的花儿，让人看着幸福感
倍增。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必须以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多年来，海口市不断完善政策体
系，强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保障，以
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构建“15分钟
养老服务圈”。长者饭堂是创新基层
治理服务、立足长者需求而推行的一
项民生工程。如今，海口已开设56家
长者饭堂。

在此基础上，海口的养老事业又该
如何“更上一层楼”？海口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
会精神的成效体现到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工作部署中来，奋力推动海口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海口长者饭堂为老人优惠甚至免费供餐

饭香日子美 晚年幸福长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日前，文昌市教育局与海南省直
属机关第二幼儿园举行合作办园签约
仪式，标志海南省“一市（县）两校一
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任务全面
完成并超额完成引进任务总量——这
块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
以来，省教育厅深入贯彻落实省委部署
要求，持续改进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作风，
有效整治了一批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顽瘴
痼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以刮骨疗伤的精神
推动思想破冰

11月 24日，全省作风整顿建设
年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第

三次推进会在海口举行。省教育厅第
一时间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对下一阶
段工作进行部署。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
展以来，省教育厅党委坚持党建引领，
高位推进，带领全系统各级党组织迅
速按下“启动键”、吹响“冲锋号”，以刮
骨疗伤的精神推动思想破冰，强力推
进活动有序蓬勃开展。

对标对表，自我革命——开展机
关作风建设“大体检”，坚持刀刃向内，
将自己摆进去、将思想摆进去、将工作
摆进去，从“思想”“作风”“行动”上找
偏差、查根源，确保“靶向治疗”。

深挖病灶，查准堵点难题——坚
持开门纳谏找问题，坚持“四不两直”
下基层。活动开展以来，厅机关干部
下基层400多人次，走流程30余项，
梳理查找突出问题14项。

压实责任，突出真干真改——制定
活动实施计划加多个堵点破解计划的

“1+N”系统化工作体系，在厅机关、高校
和直属单位（学校）层层动员部署，形成
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

以“钉钉子”的精神
推动难题破解

省教育厅“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办负责人吕治国介绍，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该厅通
过开展“查破促”活动，解决了一批过
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啃下了
一些过去难以啃下的“硬骨头”。

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留琼
难”问题，省教育厅积极搭建平台，推
动高校与重点园区在人才培养、实习
实训、招聘就业等方面双向互动，同
时对标自贸港建设需求调整高校专
业设置，全省5.74万名高校毕业生初

次就业去向落实率90.98%，毕业生
留琼率62.13%，均高于去年同期。

针对中小学生防溺水及游泳教
育“普及难”“推广难”问题，省教育厅
牵头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实行分片包
干，对全省所有已建成游泳池进行拉
网式督查，明确要因人、因时、因地积
极推行游泳教育培训。中小学生溺
水事故频发高发态势得到遏制，事故
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逐月降低。

目前，省教育厅问题台账完成率
超99%，年底将基本清零。

以守正创新的精神
推动破局立规

“在试验区，我们足不出国就可以
享受国际一流的教学资源！”日前，首
批“海南自贸港国际英才班”项目学生
入驻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这意味着，中国首个以教育开放
为核心使命的园区正式启用。

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我省一批教育领域发展项目有效
推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签约各
级各类教育合作项目120多个，开工
项目420多个，总投资350多亿元，累
计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40所。

围绕“破解一个问题、形成一套机
制”的工作目标，省教育厅通过总结活
动推进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
和创新体制机制，“废改立”制度文件
24件，汇编典型案例20个，做到在制
度中找依据、在案例中找办法，为今后
工作提供了参考。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表示，下一
步，省教育厅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
精神，常态长效推进作风建设年和“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不断开创
教育新格局、创造教育新历史、扛起教
育新担当，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
港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省教育厅深入推进“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疗愈顽瘴痼疾 推动改革创新

儋州积极开展防范电信诈骗警示教育宣传

筑牢“防火墙”
守好“钱袋子”

本报那大11月25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儋州市一度是全国闻名的电信诈骗重灾区，那
大镇党委把动员市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客户端、
防范电信诈骗列为为民办实事事项，确保打击电信
诈骗出成果、见实效，守护好市民的“钱袋子”。今年
截至11月24日，那大镇“国家反诈中心”客户端下
载注册6.48万余人，总体注册率达33.54%；实名认
证5.27万余人，提前1个月完成省市下达的下载注
册人数、实名认证人数任务；辖区派出所破获电信诈
骗案件68宗，抓获嫌疑人79人，刑拘72人。

“那大镇党委贯彻落实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大力解决群众防范电信诈骗难题，不让群众财
产受损失。”那大镇党委副书记徐少华说，近日连续
举办10场“国家反诈”文艺晚会，安排“反电信诈骗”
主题的精彩节目。由老年人志愿服务队、派出所民
警到各村（社区）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讲活动。邀请
市公安局警员到各村（社区）举办宣讲活动，重点向
中老年市民讲解保健品诈骗、投资理财诈骗等，截至
11月25日已举办16场。市民符某今年8月初被电
信诈骗5560元，案件告破追回被诈骗钱款之后，他
立即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客户端，他说：“早有

‘国家反诈中心’客户端，就不会被骗了。”
大学生是电信诈骗重点受害群体。“海南大学

儋州校区师生5000多人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
心’客户端，基本上实现目标群体全覆盖。”儋州市
宝岛派出所负责人王海军说，定期向师生通报学
生被骗案件，开展警示宣传教育，及时对受害学生
进行心理辅导。今年截至目前，校区共发生电信
诈骗案件21起，相比2020年下降70%。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百年百场”
文化惠民活动好戏不断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
陈梦馨）“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海南省百场文化惠民活动（以下简称“百年百
场”文化惠民活动）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海南日
报记者11月25日从省旅文厅获悉，大型民族舞
剧《昭君出塞》、相声剧《正月里正月正》、京剧经典
《满江红》《穆桂英挂帅》等将陆续在海南省歌舞剧
院上演，市民能以优惠票价观看高水平演出。

自4月30日启动的“百年百场”文化惠民活动
旨在“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深入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聚力量。将于11月27日
至28日上演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大型民族舞剧《昭
君出塞》讲述了汉朝时王昭君“请缨赴塞上”，完成
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一段佳话。

国家京剧院带来的两场京剧经典大戏《满江
红》《穆桂英挂帅》将于2021年12月1日至2日登
陆海口。两场大戏由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
魁智、李胜素领衔国家京剧院一团演出，于魁智被
誉为“当今京剧艺术的领军人物”，李胜素被誉为

“当今梅（兰芳）派艺术最具光彩的代表人物”。
12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带来的相
声剧《正月里正月正》也将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记者了解到，上述几场剧目演出票价为90
元、120元和180元三个档位，目前已在大麦网和
海南省歌舞剧院开放售票。

我省史志系统召开座谈会
交流乡镇志、村志编修工作经验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王凌云）11月25日，我省史志系统在海口召开
座谈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交流
乡镇志、村志编修工作经验。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要
求全省史志工作者切实增强学习宣传、研究阐释
全会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
系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
围绕全会精神列出重点选题并形成一批有分量的
党史研究成果，全方位、立体式开展学习宣传，为
推动全会精神在琼岛落地生根作出史志贡献。

会议要求，全省史志工作者要充分认识编修
乡镇志、村志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
地方志围绕中心、服务中心、融入中心的需要，是

“两全目标”完成后地方志转型升级的需要，把乡镇
志、村志编修工作摆在更加紧要位置，加大力度、全
面铺开。同时，要把数字化建设当成提高工作效
率、创新工作理念、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
用的重要手段，按照全省“一盘棋”的理念推进史志
资料数字化工作，逐步实现全省史志资料数字化。

会上，陵水、澄迈、昌江、白沙、乐东等5个县
的史志部门负责人作交流发言，《兴隆华侨旅游经
济区志》《昌化镇志》《提蒙乡志》《加乐镇志》《丹村
志》编委会相关负责人作经验介绍。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罗
俊森 马泽栖）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海南交控党委持续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创新以“党建联盟”为载体，联合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施工、监理、检测等
参建单位党组织及沿线市县镇村地方
党组织组建党建联盟，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把工程建设与“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相结合，推动施工生产与
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据悉，海南交控党委在环岛旅游公
路项目上组建党建联盟，目的是凝聚业

主单位、项目沿线村镇和参建单位党组
织力量，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服务群
众等方面通力合作，着力破解痛点难点
堵点，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成立以来，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党
建联盟单位结合驻地所在村镇实际情
况，通过优先选购农副产品、就近提供
就业岗位、开展实用技能培训等方式
帮助村民增加收入。

海南交控环岛旅游公路公司党支
部通过党建联盟向儋州市兰洋镇番新
村购买五脚猪、鸡鸭、蜂蜜等农产品。

该项目四工区党建联盟单位主动
联系驻地所在村镇农户，集中统一就地
采买农户饲养的禽畜、水产品及瓜果蔬
菜等，开展“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活动，
截至目前，采购总额逾50万余元。此
外，还租用当地闲置车辆运输土方、水
泥、钢材等，租赁金额达28万余元。

该项目一、二、四、五工区党建联盟
单位根据驻地村民生产生活及务工意愿
情况，把帮厨、保安、保洁等岗位作为外
出务工困难人员安置的重要渠道，对附
近村镇30余名人员进行有效安置，有效

解决了部分村民务工困难问题。并通过
农民工技校、安全教育交底培训等载体，
培训当地农民工700余人次，使村民学
有所获、劳有所得。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各党建联盟单
位还充分利用项目建设优势，帮助驻
地所在村镇完善基础设施。

临高县临城镇兰堂村部分出村道
路泥泞，村民出行困难。项目六工区党
建联盟单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帮
助兰堂村硬化了一段宽4.5米、长400
米的农村道路，并将另一段长3000米

的道路加宽了1.5米，改善兰堂村交通
条件，方便沿线群众出行。

临高县临城镇邦浪村受台风影响
出现险情，项目六工区党建联盟单位
闻汛而动，帮助村民把长约38米的堤
坝加固至4.5米高，清理沿途阻断道
路约3000米，有力保证当地群众的生
命财产和出行安全。

项目六工区党建联盟单位开展
“健康体检暖人心”活动，为200余名
职工、农民工提供免费体检，为项目一
线工作人员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以“党建联盟”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项目党建领航 村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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