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省社科联在塔丰村调研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邓章扬 摄影报道冤 11月 16日袁为加强与
乐东县委县政府的沟通袁详细掌握帮扶成效袁精准推进塔丰村脱贫攻坚袁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尧主席袁省
社科院院长钟业昌袁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尧省社科院副院长詹兴文等一行 4人到塔丰村慰问调研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冤 11月 19日上午袁
仁里社区广场热闹非凡袁虽然天空
飘起了毛毛细雨袁但丝毫不影响志
愿者们精心为社区居民准备好的
各项便民惠民服务遥

为了宣传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袁 践行惠民利民志愿服务进社
区袁由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尧市文
明办尧 海口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指
导袁龙华区委宣传部尧龙华区文明
办尧龙华区团委尧龙华区志愿服务
联合会主办袁龙华区城西镇尧海南
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尧仁里社区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承办的 野龙华区
2017年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系列活动冶野志愿跟党走 服务惠民
生冶暨海口市全民阅读下基层走进
龙华区城西镇活动在仁里社区广
场举行遥
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尧海南阳

光义工社等公益组织特地为城西

镇的居民们准备了义诊义剪尧插花
教学尧禁毒宣传尧中医理疗尧书画惠
民等各式各样的志愿服务项目袁以
及由椰娃艺术团的小朋友们精心
编排的文艺节目遥
活动现场袁海南省求是全民阅

读俱乐部还为城西镇政府送上了
知名画家的画作袁一表对城西镇政
府为民办实事的心意遥 同时求是全
民阅读俱乐部还为城西中学尧城西
小学送上了叶青年成功学曳叶我美丽
的家乡 海南岛曳等书籍遥

据了解袁 像这样惠民利民尧为
民服务的志愿服务集市每月都会
举办一次袁其目的是为了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尧宣传志愿服
务理念袁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在感受
到来自社会各界奉献与关爱的同
时袁也呼吁广大市民加入志愿者的
行列袁为海口市的志愿服务添砖加
瓦袁为打造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
市而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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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臧会彬冤 11月 19日上午袁 第二
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在博鳌亚洲
论坛大酒店拉开帷幕遥来自 20多个不
同国家的旅游专家代表袁 数十位国内
各地省市旅游局相关领导袁 近百家国
内知名媒体袁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800余名旅游界从业人员参加论坛遥
本届论坛延续旅游传播的全球智

慧与中国途径的主题袁现场 15位国际
旅游专家面对面共享全国旅游传播智
慧和成功旅游营销案例袁 共寻新媒体
时代旅游传播的中国路径遥当天袁还现
场颁发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旅游传播
类奖项遥

博鳌国际旅游
传播论坛召开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冤 日前袁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工作表彰颁奖典礼暨一周年
特别节目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录制遥
节目将于 11月 20 日 20时在海南电
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袁 三沙卫视 20时
30分播出袁同时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
广播电视台收看遥
我省去年 11月 18日创办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袁 截至目前共播出 64期袁
平均每期收看人数 68万人次袁与夜校
同步开通的野961017冶服务热线共接群
众来电 3万多个尧办结率 99%以上袁使
用野钉钉管理群冶让帮扶干部尧贫困群
众参学率达到 95%遥 这一模式得到国
务院扶贫办肯定袁 夜校节目被国家新
闻广电总局评选为野创新创优节目冶和
野两岸四地城市品牌栏目冶遥
特别节目回顾了一年来夜校工作

开展情况袁对先进个人尧先进集体进行
了表彰遥

脱贫电视夜校
颁奖典礼举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肖卫香冤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于 17日在北京召开袁 海南中学成为
首届全国文明校园之一遥

野海南中学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行
为第一袁教学第二袁海南中学的理念刚
好和文明校园的各项条件比较相近遥 冶
关于海南中学此次获表彰袁该校副校长
陈东华表示遥

商报记者从海南中学获悉袁该校从
领导班子建设尧思想道德教育尧活动阵
地尧校园文化尧师资队伍等方面加强建
设遥 组织学生设计不同主题的校园板
报尧班级板报尧宣传橱窗等袁并定期评比
展示是该校活动阵地建设的特色之一遥
据了解袁 海南中学还充分利用教室走
廊尧墙壁等载体袁陶冶学生情操尧美化学
生心灵尧启迪学生智慧袁发挥了校园广
播站尧校报和校史馆尧国粹馆的作用袁拓
展育人渠道和空间遥该校积极丰富了校
园文化建设新载体袁 充分发挥网络作
用袁开展形式多样尧内容丰富的校园网
络文化活动遥 海南中学自 2016年开始袁
举办了 50多期野衍林冶讲堂遥

海南中学精神文明建设由来已久袁
该校校长马向阳亦格外重视校园精神
文明建设遥大会当天袁中共中央总书记尧
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亲切会见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
国文明城市尧文明村镇尧文明单位尧文明
校园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代表和全国道德模范代表遥 当晚的央视
叶新闻联播曳中袁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挪动
椅子袁请几位年事已高的代表坐到自己
身边遥 马向阳校长当时也在现场袁并在
活动后发朋友圈院野回去以后我要把这
细节讲述给我的学生们听袁也讲述给我
的同事和朋友们听袁文明袁应当从尊老
敬贤开始浴 冶

海南中学荣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拓展育人渠道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省社科联(社科院)的挂点帮
扶村为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
塔丰村遥 该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9户袁共 322人遥其中袁2016年已
经脱贫 51户袁共 207人曰2017年
计划脱贫户 20户袁共 86人曰2018
年计划脱贫户 8户袁29人遥

乐东县委书记吴川祝对省
社科联在塔丰村的帮扶工作成
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袁希望省社
科联加大对乐东品牌的宣传袁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结合全域旅游袁
把塔丰打造成特色乡村袁重点按
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产业兴旺尧
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袁推进田园综
合体项目建设遥

当天袁省社科联一行到塔丰
七队五脚猪养殖基地尧黑山羊养
殖基地尧 塔丰黄牛养殖基地尧塔
丰八队五脚猪养殖基地进行调

研袁每到一处都详细询问塔丰村
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情况袁以
及基本生活情况袁询问村民们瓜
莱的种植和收成情况遥
当天下午袁 省社科联领导深

入挂点单位慰问调研座谈会在
塔丰村村委会召开遥 会议指出袁
塔丰村在扶贫工作中做了很多
探索袁扶贫特色明显袁有起色尧
有亮点袁成效显著遥 但是袁塔丰
村的扶贫任务依旧非常繁重 遥
塔丰村情况非常复杂袁 属典型
的贫困村袁仅大病病人尧精神病
人尧光棍等袁就需要作大量的帮
扶工作遥 对此袁省社科联将加强
帮扶力度遥

关于如何才能进一步把扶
贫工作抓出成效袁 会议强调袁一
要加大对品牌的推广袁更多地发
挥省社科联的优势资源曰二要加
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遥

省社科联到乐东塔丰村慰问调研

打造“田园塔丰 梦里黎乡”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11月 19 日揭牌成为 野海南省重
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冶袁同时宣告野海南
省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
化资源研究中心冶也正式成立遥
该学院是海南省首批高校重点马

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单位遥 海南大学相
关负责人表示袁 海南大学将在省校共
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基础上袁 把深化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宣传作为根本任
务袁采取有力措施袁用 3年时间把马克
思主义学院建成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学尧研究尧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
地袁 力争在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遥

海大“海南省
重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揭牌

海口龙华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志愿服务进社区 全民阅读下基层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时至
11月份袁 地处山区的乐东志仲镇
略感寒意袁然而此时此刻袁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热潮袁再次在志仲镇
各村热烈掀起遥

从 11月 16日起袁志仲镇组织
由镇驻村工作组尧村野两委冶班子成
员尧部分党员小组长和致富带头人
等组成的 58个宣讲小分队袁 分赴
辖区各行政村和村小组开展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及叶致广大农民朋
友的一封信曳宣传活动袁力求实现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及扶贫政策

宣传全覆盖尧无死角遥
活动中袁 各小分队因地制宜袁

在田间地头尧 村前村后等处开辟
野小课堂冶袁宣讲人结合实际袁以个
人工作经历及学习心得体会为切
入点袁谈政策尧讲理论尧聊经历袁以
群众听得懂的方式袁 很好地讲清
报告中的野大道理冶袁并传达至每
个人遥

据了解袁 活动开展 3天以来袁
各宣讲分队走遍全镇 12 个行政
村尧72 个村民小组袁 累计已宣讲
300余场次袁 涉及群众 2900余户
6000余人遥

乐东志仲镇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用好“小课堂”讲清“大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