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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县调研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本报讯 为全面了解海南少数民
族地区旅游发展情况和民族地区基层
医疗卫生情况，6 月 22 日上午，省人大
常委会调研组到我县进行专题调研。
通过实地考察的形式，切实深入了解我
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及基层医疗
卫生情况的现状、存在困难及问题，加
快我县旅游发展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
建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业，副县
长余岳珠陪同调研。
在湾岭镇加章村卫生室，调研组一
行实地考察了卫生室的建设情况，与乡
村医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调研组强
调要对基层医疗卫生建设情况做到全
面的了解，要解决好基层医疗卫生建设
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优化村医
队伍建设，保障农村医疗条件，对于基
层医疗的设置配备要跟上标准。同时
结合我们少数民族的地区优势，发展好
基层中医理疗，
做到医养结合。
随后调研组一行来到海鼎百花岭
旅游度假区，实地查看了景点建设，听
取了海鼎百花岭旅游度假区相关负责
人的汇报，了解到目前由于政策原因，
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完善。调研
组表示，要重视景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问
题，收集相关材料，活用政策拿出方案
去解决实际问题。琼中拥有着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调研组建议将本地民族
文化和旅游发展深度融合，不断挖掘民
族传统文化，进一步提升民族特色的旅
游 品 味 ，学 会 怎 样 去 讲 好 琼 中 的“ 故
事”。吸引更多的游客到琼中来，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贡献“琼中力量”。
（ 黎文
盈 林嘉庆）

要闻动态

本报讯 近日，省司法厅组织的海南省《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
）巡回
宣讲走进琼中，县政法委、县人民法院、县检察院、县
公安局等 13 个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单位分管领导、部分
专职人民调解员和志愿者等 60 余人在县司法局一楼
会议室参加学习。
本次巡回宣讲，特别邀请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海南省法学会副秘书长刘政和省司法厅社区矫正
管理局副局长陈长兴两位专家授课，主要围绕着《社
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发展空间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解读，现场参会人员针对社区矫正法的主
要内容进行互动交流。

据悉，7 月 1 日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
正法》将正式施行，为确保《社区矫正法》在我县顺利
实施，县司法局局长卢传柏指出，各部门各单位要统
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学习好、贯彻好《社区矫正
法》；要加大宣传，营造浓厚氛围，通过微信公众号、发
放宣传折页、巡回宣传等方式宣传《社区矫正法》，进
一步扩大覆盖面，提高群众对社区矫正法律法规的知
晓率，鼓励引导更多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要严格执行，
依法开展矫正，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切实做好社
区矫正人员管控，确保辖区社区矫正对象不发生影响
社会稳定的各类事件。
（尹婉妮）

琼中青年网红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为培育一批具备互联网思维、互联网能力
的本土青年致富带头人，宣传推介我县旅游、黎族苗
族文化、风土人情，助推乡村振兴和海南自贸港建
设。6 月 22 日上午，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琼中
县农村致富带头人协会、琼中县什寒民宿协办，海南
宏图盛世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0 年琼中
青年网红培训班在红毛镇什寒村开班。
此次培训班旨在开拓学员的视野，通过学习互联
网成功经验提升自身创业的能力和质量，帮助农村创
业青年解决经验不足、资金紧张、技术不够、信息把握

琼中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暨﹃非遗购物节﹄活动

识和责任承担意识，引导群众合理选择与其自身特点
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抑制盲目投资冲动,远离非
法集资。
”中国建设银行琼中支行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县城银行网点为主阵地，走
进乡镇、社区和学校，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折
页，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方法向群众普及投资理财知
识、人民币反假、反洗钱、防非法集资、电信诈骗、远离
“高利贷”等金融知识。进一步巩固群众对金融知识
的了解，提高了公众维护自身资金安全的防范能力和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意识。
（尹婉妮）

不准等现实问题，利用网络直播新态势辐射带动更多
农村青年走上创业致富道路。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 4 天，将从理论介绍和实
操课程两个部分进行授课。从短视频的起源、案例分
析、运营分析、人设定位、短视频主题定位、短视频拍
摄、短视频拍摄技巧、直播技巧、直播带货等内容进行
详细讲解。
县农村致富带头人协会会员、乡镇青少年事务社
工等 50 名优秀青年参加培训。
（陈泽汝 徐世国）

本报讯 6 月 13 日是中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营造非遗保护良好社会氛围，今天，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在三月三广场举办了“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暨“非遗购物节”活
动。结合琼中非遗资源特点，开展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非遗活动，提升广大群众购
物体验共享非遗之美。
此次活动邀请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苗族传统刺绣蜡染技艺、黎族医药（骨伤
疗法）、黎族酉并（biang）酒酿造技艺等 90 名
非遗传承人集中开展非遗宣传展示和销售
黎锦、苗族服装、治骨伤医药、酒酿等产品；
活动现场，黎族苗族民歌、非遗传承人进行
技艺表演展示，并免费发放 2019 年琼中三月
三大型歌舞晚会光碟及 2020 年十大民歌光
碟等。以现场表演展示的方式，把各项精巧
技艺和文化艺术真实、全面的展演展现，让
广大群众直观、生动地了解琼中丰富多彩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近距离感受到非物质文化
遗产独特的魅力。同时，还为 10 名援鄂医护
人员赠送了国画及苗绣作品。
“通过这次活动能让更多的人不仅能体
验非遗的美，也能够传播非遗理念，让大家
通过购买、使用非遗产品，了解这些产品背
后 的 故 事 ，尊 重 、赞 赏 传 承 人 的 智 慧 和 技
艺。”苗绣蜡染传承人赵海金说，希望大家能
共同参与、保护和传承传统技艺。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非遗传承 健康生
活”为主题，充分结合了“非遗购物节”活动，
内容丰富，既是克服疫情对非遗保护和非遗
扶贫工作的影响，也是助力脱贫攻坚有益的
尝试；通过打造“非遗文化+电商+旅游”新型
消费链条，树立琼中非遗品牌，逐渐形成可
复制、可持续、可参与、可体验的非遗传承新
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树立起非遗传承标
杆。
“这次活动能看到许多琼中特色的黎族
苗族的节目和非遗手工艺品，借这个机会能
够体验感受一下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来自东方的游客符女士说，几个朋友过来琼中游玩，还能感受琼
中非遗之美，
享受到传统文化滋养。
近年来，琼中以全域旅游为目标，以“奔格内”乡村旅游为主线，深
入挖掘特色产业、黎族苗族文化、红色文化、历史古迹等旅游元
素，从而更快地提高全县旅游+非遗项目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
服务水平，
为琼中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添砖加瓦。
（陈泽汝）

﹃非遗 购+物﹄共享非遗之美

用技术培训班。
“前段时间，我们听说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口罩生产工人的消息，月综合收入达到 5000—
6500 元 ，公 司 还 给 工 人 购 买 社 会 保 险 和 住 房 公 积
金。”龙著波说，一听待遇那么好，立马通过各个村小
组组长了解村民富余劳动力情况，有针对性地入户
动员 4 名村民报名应聘。什暗村小组村民王国飞、王
朝宝经过面试考核成功就业，其中王国飞属于脱贫
户。两个人在琼中县就业服务中心的统一组织下，
第一次体验乘坐飞机出远门务工的新鲜感，既增加
了收入，又开阔了眼界。
此外，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还积极协助上安乡
政府落实村级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多次与乡政府
及村委会干部协调沟通，帮助什育二村小组脱贫户
黄秋云申请到村级保洁员公益性岗位，并于 5 月份上
岗。
“ 我既可以在家照看孩子，又增加了一份固定的
经济收入，真是太好了！”对此，黄秋云非常感激。
龙著波告诉记者，就业扶贫是贫困家庭增收和
脱贫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工作队将继续组织引
导贫困群众积极参加应聘、职业技能培训，深入了解
贫困户外出务工情况，同时帮助其申请外出务工交
通生活补贴，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切实帮助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来源。
（陈欢欢 徐文）

琼中积极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推动 2020 年“普及金融知识，守住
‘钱袋子’宣传活动”，近期，中国建设银行琼中支行和
海南琼中长江村镇银行在营业网点积极开展普及金
融知识守住“钱袋子”宣传活动，加强金融普惠知识宣
传，向广大群众宣传抵制非法集资、反洗钱、识别假币
等，提高人民群众金融知识素养，提升社会公众的金
融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
“通过各类宣传渠道和宣传方式，帮助消费者运
用正当途径守护好自身的‘钱袋子’，增强广大群众的
金融知识与技能、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自我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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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巡回宣讲走进琼中

长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深动员 帮就业 促农增收
本报讯 “一天工作多长时间？饭堂伙食怎么
样？工作和生活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在这里工作挺好的，谢谢队长的关心，我一定
好好工作。”
……
这是琼中县上安乡长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龙著波和外出到深圳务工的脱贫户王国飞通电话的
温馨一幕。
长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 近段时间，协助长安乡党
委、政府多渠道推进就业扶贫工作,促进贫困人口务
工增收，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我们进村入户宣讲政府鼓励务工政策，动员贫
困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发动村民参加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招聘会。”龙著波说道，帮扶干
部还会以村民身边的典型案例引导，消除村民因疫
情产生的顾虑，加强对贫困劳动力的思想动员，帮助
其解决外出务工存在的实际困难，不断激发贫困家
庭劳动力务工增收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工作队积极配合县就业服务中心及用
工企业和单位，广泛宣传就业岗位信息，根据招聘、
培训信息，结合贫困户就业意向，于 5 月底，协助组织
25 名贫困人口参加为期 3 天的上安乡 2020 年农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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