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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首个巾帼（家庭）
环保宣传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徐慧玲）12月5
日，三亚首个巾帼（家庭）环保宣传教育基地在三
亚市环境保护协会揭牌成立，进一步凝聚巾帼力
量，弘扬生态文明，传播好家风。

三亚巾帼（家庭）环保宣传教育基地将在三亚
市妇联指导下，依托三亚市环境保护协会专业的宣
教能力和巾帼环保志愿者团队，定期组织开展巾帼
禁塑、垃圾分类、生态文明知识普及、“绿色家庭”创
建等系列活动，搭建常态化宣传教育平台。

今年以来，三亚市妇联深化“家家幸福安康工
程”，打造了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个十百千万”品
牌工程，即围绕一个目标主题，依托数十个“妇”字
号阵地，开展百课讲堂，选树千户示范家庭，带动
万家公益行动。

我省启动“破陋习、树新风”
移风易俗文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

凝聚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12月 6日讯 （记者昂颖）12月 6

日下午，省文联与省乡村振兴局在海口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发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
兴。据悉，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我
们的中国梦”时代新风进万家——海南首届“破
陋习、树新风”移风易俗文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
也于当日启动。

该活动为期一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
阶段将面向省内外文艺家、文艺工作者和社会大
众，采用定向约稿和广泛征集等方式，结合地域特
色，围绕“男女平等”“勤劳致富”“孝老爱幼”“卫生
整洁”“厉行节约”“文明饮酒”“拒绝私彩”等主题，
征集歌曲、舞蹈、琼剧、微电影、小品、相声、快板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并评选出海南“破陋
习、树新风”移风易俗题材优秀文艺作品；第二个
阶段将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农村一线，持续开展

“破陋习、树新风”移风易俗文艺宣讲志愿服务活
动，把海南民俗文化通过惠民演出等渠道传播开
来，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农民群众提
供丰富的文化生活。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播出
介绍东方党建引领产业振兴做法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12月6
日晚上播出的第23期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邀请到东方市三家镇党委书记吉群荣，为大家介绍
三家镇加强党建引领促进产业振兴的经验做法。

吉群荣介绍，近年来，三家镇以党建引领为产
业发展主抓手，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目标，在建
强基层组织上下功夫，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在整合
盘活资源上下功夫，激发产业发展动能；在拓宽资
金渠道上下功夫，推动产业发展壮大，为全镇产业
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

同时，该镇结合“两园一地”（鳄鱼特色生态休
闲观光园、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传统农业生产基
地）的产业发展思路，建立健全区域产业链，提升
产业发展规模，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聚力促进劳动
力就业，开辟出一条特色产业增收致富路。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海南举办高职院校教师
新媒体运用能力提升培训班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高
职院校教师新媒体运用能力提升培训班12月3日
至5日在海口举行，120余名来自各高职院校的新
媒体教师及从事相关工作的行政人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3天，以“封闭式”集中学习、
“请进来”专家解读、“走出去”参观见学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其中，在集中学习阶段，来自今日头条
&抖音海南运营中心、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示范
基地的专家为学员带来《认识新媒体平台及其发
展史、未来趋势》《课程教学直播的方式与技巧》
《抖音教学直播间观摩及基本功能讲解》《结合课
件的短视频拍剪技巧》等专题教学和实操训练；在
现场教学阶段，学员们走进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
示范基地参观学习。

本次培训由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海南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海南省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承办，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海南省宣传干部培
训中心、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台风来时，渔船是风险点。林靖
加强全部渔船管理的同时，还通过排
查确定易出风险人员，通过重点盯防
保证渔民安全。”12月3日，说起全国
应急管理系统先进个人、万宁市应急
管理局局长林靖，万宁市应急管理局
副局长冯小虎十分佩服。冯小虎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他这个人心思缜密，
考虑问题细致全面。这几年，万宁经
历了大大小小20多个台风，防风防汛
方面是零伤亡。”

2019年3月，万宁市应急管理局
成立，林靖就任局长。此前从2016年
开始，他任万宁市安监局局长。有一
次，高速路上的一辆大卡车撞到了高

架桥墩，卡车里装的钢筋刺穿了司机
的身体。林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
营救。他一边拿着给司机输液的吊
瓶，一边不断大声叫醒命悬一线的司
机，最终成功地把司机救活。

林靖经常跟同事说，我们比别人
目睹更多的事故，更能感受到生命的
珍贵，应该尽最大力量去避免和减少
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找出风险点，就能降低事故发
生。”这是林靖的工作思路。他经过调
查发现，道路交通事故中导致电动车
主伤亡的原因是不戴安全帽。为此，
在林靖的推动下，万宁市以市安委会
的名义下发文件组织开展戴头盔行动
宣传，先推出送头盔活动，而后交警部
门对不戴头盔的当事人处理，只要买

来头盔就免于处罚。该市交通伤亡事
故明显下降。

万宁市是槟榔之乡，为了防止采
摘槟榔时发生触电事故，2017年至
2018年，万宁市全面排查供电线路下
有槟榔的村户家庭，共排查出779户
这样的槟榔户家庭。万宁市采取从别
的线路调度电力，甚至停电让村户采
槟榔，以及要求槟榔户采摘做好安全
防护等措施，使得当地槟榔采摘至今
无一事故发生。

“台风一来，他就不睡觉不回家，
整夜守在应急指挥部。”在万宁市应
急管理局应急组副组长吴崇辉的眼
中，林靖是“党员的标杆”。“他召集大
家一起分析云层变化情况；召开视频
会议，了解各单位各乡镇的值班值守

情况和群众的转移情况等。”吴崇辉
说，台风夜，林靖还会跑到指挥部的
天台上实地感受风向。这几年，他经
常与气象部门和水务部门学习分析
气象云团、气压对降雨和台风的影
响，掌握了科学安排水库排泄调度等
专业知识。

“每到防风防汛时，总有些单位不
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总是打电话来
问。”万宁市应急管理局三防组组长官
星润说，林靖组织人手制定了万宁市
防风应急响应启动研判工作手册和万
宁市防风应急响应行动工作手册，细
化明确防风防汛各相关单位在水风灾
害不同阶段、不同应急响应级别的具
体行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专业问题
通俗化，方便基层开展救灾减灾工作。

林靖还大力发展蓝天救援等社会
力量，创新建立商家代存的物质储备
机制，逐步完善和构建人、物、机制的
应急管理体系，为做好应急管理工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20年清明节期间，万宁市东山
岭旅游景区后山岭山顶发生火灾，扑
火队员赶到山脚后发现没有上山路。
林靖立即协调属地镇政府研究开辟临
时上山路，并自己带领扑火队员搬运
扑火物资。由于扑救及时，风景区没
有受到影响，但他满脸黑灰，全身湿
透，需要被搀扶才能艰难下山。

5年来，辖区内哪里出现险情，哪
里的群众就能看见林靖身穿“万宁应
急”反光马甲背心的忙碌身影。

（本报万城12月6日电）

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个人、万宁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林靖：

当好群众安全“守夜人”

■ 本报记者 谢凯 通讯员 苏燕 钟丽

12月6日8时许，五指山市通什镇
番赛村村民王燕敏一大早就在村里的
茶叶加工厂忙活起来。“进入年底了，
茶叶销售市场货源紧，得抓紧时间包
装、备货。”王燕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近年来，番赛村依托山区条件大力
发展茶产业，番赛村茶园面积从最初的
200亩发展到了如今的900多亩，全村

50多户农户通过种茶脱了贫，管理得好
的茶园亩均年收入可达6000元。

番赛村位于通什镇北部的红山片
区，距离市区约16公里，是通什镇最
偏僻的黎族村庄，人均耕地仅0.6亩，
村民种植水稻只够自给，贫困率曾一
度高达50%，

2014年，驻村干部发现当地气候适
合茶树生长，附近的大山里还有不少野
生大叶茶。于是他们带领村民整合土

地，在山坡上开辟出200亩茶园，决心闯
出一条新的产业路子。

不甘于贫困的王燕敏也跟着种植
了5亩的茶叶。第二年，王燕敏家的首
批茶叶获得丰收，当年就实现脱贫。

产业经济发展起来了，村里的基
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也开始好了起来。

吃过晚饭后，番赛村村民王才周
喜欢来到村里整洁干净的水泥村道上
散步，而这个景象是他和番赛其他村
民在前几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以前，生活垃圾遍布村庄，大家
走路都要捂着鼻子。现在，大家都爱

出来散步啦。”如今王才周对番赛村的
乡村振兴图景信心满满。

2016 年以来，番赛村共投入
1125万元，进行水沟修复、村道硬化、
挡土墙修建和环境卫生整治，不断完
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党建引领，使党建贯穿乡
村治理的全过程。”在番赛村党支部
书记王梅珊看来，番赛村的变化得益
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建立党员活动室、便民服务点等功
能场所、严肃开展党内组织生活、党员
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突击

队伍帮助贫困户解决问题……大力抓
基层党建，有效提升了村党支部的组织
力，也凝聚起了村民干事创业的心。

如今，番赛村除继续稳定发展茶
叶种植外，还利用政府的扶持资金延
长茶叶产业链。今年3月，村里又引
进企业建成了茶加工厂，如今这些特
色产业项目在村里已正式投产。

“下一步，番赛村将大力打造乡村
振兴的样板村，继续推进产业发展、美
丽乡村旅游等，为乡村振兴赋能增
效。”番赛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韦勇
说。 （本报五指山12月6日电）

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赛村因地制宜发展茶产业

助农增收 小茶叶有“大作为”
关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 李梦瑶
特约记者秦海灵）2021年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大学生女足联赛暨中国
足球协会女子乙级联赛12月6日在
福建漳州开赛，首次参加国内成年
组比赛的海南琼中女足队首战告
捷，以5：0大胜广西师范大学队，取
得了开门红。本次比赛是海南琼中
女足由青训梯队向职业球队转变后

的首场比赛。
当天，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第15分

钟，海南琼中女足18号队员邹梦瑶突
破对手的围堵防守，迅速破门而入，为
本队夺得小组赛的第一个进球。此
后，海南琼中女足姑娘们越战越勇，频
频创造射门机会，最终凭借4号队员
李琳、11号队员王敏慧、8号队员赵童
和12号队员乌长英的进球，将比分定

格在5：0。
本次比赛将持续至12月17日，

共有北京国安首都体育学院女足、上
海海港同济大学女足、海南琼中女足
等16支队伍参赛，比赛先后采用分组
循环赛制和淘汰赛制。获得本次联赛
前两名的球队将获得参加2022年女
甲联赛的入场券。海南琼中女足以琼
中女足为班底组建，又吸收了几名参

加过女子中甲的职业球员加盟，球队
此前一直在上海进行4个月的封闭训
练，主教练为陈婉婷。

海南琼中女足最近半年实力提升
较快，和半年前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
会时截然不同。在和广西师范大学队
的首场比赛中，海南琼中女足占据绝
对优势，对手上半场甚至连像样的射
门机会都没有。海南琼中女足在比赛

中传球快速简洁，绝不拖泥带水，配合
默契，防守时经常两三个人围抢对手
持球队员，且队员们并没有因为大比
分领先而有所松懈。

北京国安首都体育学院、长春亚
泰吉林农业大学、上海海港同济大学
这3支球队同档颇具实力，她们或许
会成为海南琼中女足冲中甲路上的强
劲对手。

5：0！海南琼中女足中乙首秀大胜对手
本次联赛前两名将获得2022年女甲联赛入场券

12月 2日，位于万宁
市的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厂区，工人在
加工铝型材产品。该公司
自2019年 8月投入运营
以来，已吸纳本地就业人
员252人。

近几年来，万宁市为
提高农民收入，对城乡劳
动力开展职业培训，培训
技能包括点心菜肴制作、
电工、焊工、建筑工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技能培训
就业增收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刘乐蒙 美编：张昕

近日，首届海南自由贸易港侨海青
年发展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英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琼籍
侨团青年组织，国内20个省、区、市及港
澳地区的200余名侨青、“海归”和海外
留学生分享创新创业故事。会上，英国
桑德兰大学等5家参会单位与海南相关
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次活动让参会
青年对海南自贸港有了深入了解，感受
到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海南机遇”。

积极搭建海内外青年创新创业平
台，是我省侨务部门助推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方面。近年来，侨务部门聚焦服务
海南经济发展、拓展海外联谊、弘扬中华
文化、依法维护侨益、开展群众工作、加
强自身建设等重点工作，着力用好用足

自贸港政策优势，引导广大侨界人士前
来海南创新创业。

服务创新是“引流”的重要着力
点。2020年以来，省委统战部在海南
自贸港6个重点园区设立了港澳台侨
服务工作站。这些服务工作站围绕境
外人才差异化、多样化的需求，发挥园
区内企业集群、高层次人才集中、创新
活力集聚、海内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为
企业引进高端人才、交流联动互济、拓

展海外市场搭建了桥梁，助推侨资项目
引进和侨企科技成果转化。据统计，截
至今年11月底，服务工作站共引进境
外人才205人。

纾困解难是做好服务的又一着力
点。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中，省侨务部门赴侨资企业比较集中的
海口、文昌、琼海、万宁、澄迈等5个市县
和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洋浦经济开发区、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等重点园区，“把脉问诊”侨资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协调解
决相关问题。

与此同时，省侨务部门把保护华侨
权益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1
日，《海南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正式施
行，为进一步鼓励支持华侨来琼发展，发
挥华侨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贸港建
设中的独特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
撑。此外，全省侨务部门积极推动《海南

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
作，组织律师、高校专家学者深入市县、
华侨农场、侨乡等开展巡回宣讲，营造了
知侨、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

为服务好侨胞的文化需求，在省委
统战部指导下，省侨办创立华侨文化传
播平台“海南侨乡文化·正大讲坛”，定期
邀请国内外侨务研究专家开展专题讲
座，通过“线下讲坛+线上视频录播”和
新媒体推送的形式，为侨胞提供高质量

的公共文化服务。
开展海南侨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系列活动、举行海南侨史图片
展、举办“行走中国·境外华文媒体海南
行”活动……形式多样的活动，让侨胞感
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侨胞加
深了对海南风土人情和自贸港建设成果
的了解，激励着侨胞为自贸港建设助力。

走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省侨务部
门将继续把握为侨服务新动向，发挥侨
务资源优势，汇侨心、引侨智、聚侨情，引
导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投身海
南自贸港建设，力争在推进海外联谊、引
进侨资侨智、传播中华文化、改善侨界民
生等方面展现新作为。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我省侨务部门着力提升服务质效，吸引侨胞在自贸港建设中施展才华——

为海南“引流”为发展“助跑”

助力建设自贸港 统一战线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