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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
坛暨经贸洽谈会!以下简称"第八届泛珠
大会#$ 宣传标语有奖征集活动从

!"

月
#$

日开始以来%截止
!!

月
$

日%共征集
到宣传标语

#%&'(

条% 参与人数共
!')%

人& 经过有关专家认真评审%确定
%

条宣
传标语获得入围奖& 现公告如下&

!

'生态海南%魅力无限(泛珠合作%精
彩有约&

作者)金高峰!浙江绍兴$

#

'相约魅力海南%共享精彩泛珠&

作者)翟克江!山东淄博$

'

'相约国际旅游岛%共赢泛珠新未来
作者)王加强!山西晋城$

&

'深化*

(*#

#区域合作%促进国际旅
游岛发展

作者)方 鹏!海南海口$

$

'相约海南同谋发展%携手泛珠共赢

未来
作者)石屹峰!河北围场$

+

'泛珠
(*#

%合作赢未来
作者)武学春!江苏淮安$

%

'活力泛珠%魅力海南
作者)叶金成!福建厦门$

第八届泛珠大会筹委会新闻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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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第八届泛珠三角区域发展与合作论
坛暨经贸洽谈会!以下简称*第八届泛珠大
会#$筹委会新闻宣传组审定%现将第八届
泛珠大会宣传标语公告如下&

!

'生态海南%魅力无限(泛珠合作%精
彩有约&

#

'相约魅力海南%共享精彩泛珠&

'

'相约国际旅游岛%共赢泛珠新未来
&

'深化*

(*#

#区域合作 %促进国际旅

游岛发展
$

'相约海南同谋发展%携手泛珠共赢
未来

+

'泛珠
(*#

%合作赢未来
%

'活力泛珠%魅力海南
)

'合作发展%共创未来
(

'办好泛珠大会%助力绿色崛起
!"

' 热烈庆祝第八届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隆重

召开 +

!!

' 热烈欢迎出席第八届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的嘉宾和
代表+

请有关市县及相关单位在大会氛围营
造工作中选择使用以上宣传标语&

第八届泛珠大会筹委会新闻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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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
&

林绍炜

主编
&

李丛娇

美编
&

林海春
#$%&'()*+

海口琼山区陈平村农民蔡敷里!

567,89:;<=>?@A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见习记者 李婧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带头搞好环境
卫生和文明生态村建设是我的责任& #

说这话的% 是海口市琼山区陈平村一
位地道的农民%他叫蔡敷里%今年

$+

岁%在
海口农村%提起文明生态村建设%很多人都
听说过他的名字&

)

年来%他义务承担着农
村*卫生宣传员 #和建设文明生态村 *技术
指导员#的角色%从不计付出%不求回报& 每
天骑着摩托车%穿梭在乡村林荫道上%他乐
在其中&

近日%蔡敷里显得尤为忙碌& 昨天一大
早%他骑车来到大坡镇赞统村%交代完修建
乡村篮球场的注意事项%又转身赶往邻近的
墨格山村& 这里正在进行路面硬化和环境绿
化施工%有村民做得不对的地方%他便亲自

上前示范%教他们如何就地取材%用废弃的砖
瓦石块铺设美观的弧形弯道%汗水打湿他的
衣衫%他也毫不知觉&

傍晚时分% 忙碌的村民陆续备回家了%

蔡敷里却说*还要去赞统村看一看#%因为那
里是他忙碌了一个多月的劳动成果%同样就
快全部完工了&

让村支书占道全感受深刻的是村民思
想观念的转变%他说%在蔡敷里的宣传说教
下%村里乱搭乱建的现象少了%散养家禽'粗
俗野蛮的现象也少了% 原本凌乱闲散的村
庄%如今团结美丽如一户温馨的大家庭&

蔡敷里说)*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这是
我们共同的心愿& 希望和城市小区一样%所
有村子也能变成生态文明家园+ #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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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明德村村民符有多!

B6CDCEFGHI89

本报记者 况昌勋 见习记者 范敏 通讯员 夏佟

近日%儋州市大成镇明德村村民符有多
家的母猪又生了一窝猪仔%一共

!"

头%个个
精壮%大小整齐&

&"

多岁的符有多是位 *老猪倌#%

#""'

年%儋州市养猪产业做大%猪仔需求量增加%

他便开始养殖母猪& 符有多说%过去母猪是
通过自然交配%养公猪不仅增加成本%生下
来的猪仔也是良莠不齐&

*这几年%政府在村里推广人工授精技
术%我们不用再花钱养公猪了%只需要花

!"

元买一份猪精液%并且生下来的猪仔个个顶
好%成活率高很多& #符有多说%他家养了

!$

头母猪%每年可产猪仔
'""

多头%去年他家
就有

(

万多元入账%除去成本%纯利润也有
$

万多元&

*科技好啊+ #符有多一直感叹道& 这位
手上长满了老茧的农民%最喜欢往村里的农

民书屋里跑%因为那里有生财富的秘诀,,,

科技& 符有多认为%科技就是降低了成本%还
提高了产量%生产出来的粮食瓜菜也更安全&

现在% 在儋州市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
心的帮助下% 越来越多的科技开始与农民
生活发生联系& 用符有多的话说%插秧割稻
谷有机械来帮忙% 水稻' 瓜菜用上了配方
肥% 以前就地烧掉的秸秆也可以当肥料还
田了%灭虫不再用化学农药%改用灭虫灯和
生物农药了&

*党的十八大正在召开%报告中提出-解
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作为农民%我们很开心& /符有多说%也
没啥要求要提%就是期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
科技走进农村% 让我们种出更多更好的粮
食%养出更多更好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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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彭青林 吴 斌

这些天来% 十八大海南团代表们在讨
论报告'回应媒体时的一番番实话'新话'

真情话%让听者精神为之一振%感受到良好
的会风%看到了希望&

见微知著%大实话&

"我是一个农民%因为党的培养%因为
党的好政策%我才大胆干%才有今天的我+ /

在讨论十八大报告时% 刘庆鸯代表说的是
大实话& 她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展
水果瓜菜生产%打造热带农业品牌%组建资
金互助社%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经历%

让海南团全体代表都不住点头&

像刘庆鸯一样%海南团不少党代表们%

爱用最朴实的话语%讲述最普通的事情&

"建筑市场的安全管理马虎不得& /刘
文伟代表是名电焊工% 他的发言就围绕着
技术人才的培养展开%句句实在&

"没有资质的焊工为数不少%让他们去
干工程%能没有安全隐患吗0 /刘文伟从十
八大报告中看到了专业技术人才的美好未
来%也看到了现实的差距%他接着说)*专业
技术人员应该注重专业培训%技术要到位%

只有这样才能传播技术% 才能更好地为社

会服务& /

姜斯宪代表说起三亚% 没有引用繁杂
的数据% 却说了这样一件事)*有市民给我
写信%看到警察锯树就是手工锯在干%效率
不高%这正说明我们的现状)还要发展%还
要提升& /

打动人心%真情话&

*老邢的发言深深打动了我&/罗保铭代
表所说的 *老邢/% 正是非公经济代表邢诒
川&作为一个

')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对党的
一番真情话%打动了海南团的所有代表)*党
是真的把我们非公经济放在心上%给予关心
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

金融危机时扶持企业 *转危为机/%平
时主动关心帮助11老邢最感念还是支援
重建毁于洪水的文昌市文城镇江村%"什么
条件都没有% 投入计划远不能满足村民重
建和发展生产的需要%怎么办0 在省委的直
接关心下%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带领大
家奋战

)+

天%投入
'"""

多万元%重建了一
个美丽的新农村+ /

真情话来自对党的事业的真心& "现在
医疗卫生-硬件.是越来越好了%可是也越
来越凸显出 -软件. 的不足% 迫切需要提
升& /来自卫生战线的代表李丽花说)"就拿
我们医院来说% 财政支持建起了新的医疗
大楼% 增加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 新增

&""

多张床位%硬件上去了%但我们人手更
紧张了%基层医护人员很辛苦+ /

李丽花表示%参加十八大%她就是要为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加快公立医院改
革鼓与呼&

真情话还来自对民生的高度关注& "幸
福在哪里0 共产党人告诉你& /肖若海代表
说%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多方位的%提升人
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关键是发展% 要和谐发
展'又好又快发展'全面统筹发展& "共产党
人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多干让
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 让人民群众更有幸
福感& /

%新话&彰显新作风

采访完海南团的活动%人民日报'新华
社等媒体记者说% 海南团代表不时说出的
"新话/%让记者们耳目一新%看到了大特区
和国际旅游岛的特殊魅力% 也多了一条热
切关注海南团的"理由/&

"老百姓并不怎么关心
,-.

%而是关心
收入'房价'就医'孩子上学'交通等与切身
利益相关的问题& /罗保铭代表谈的是老话
题%却说到了新角度%也是提醒海南各级领
导干部%关注民生'加快发展%不断提高老
百姓的幸福指数&

教育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受
到海南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我和省长

形成了高度共识%要当-教育书记.'-教育
省长.& /罗保铭又是一句"新话/%把教育提
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也表明海南开始更
加注重"软实力/建设&

"老记/们普遍认为%海南确实承担着更
"特殊/的使命%更需要改革创新%这也是海
南团"新话/层出不穷的源泉& 每一句新话%

都意味着海南在贯彻十八大精神'践行科学
发展观的道路上%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立省之本%宁
愿牺牲一点眼前的发展速度%也绝不破坏祖
宗留给我们的-传家宝.& /蒋定之代表的一
番"新话/立即引起了"老记/们的关注&

"生态文明建设要做好 -加减法 ./%

-加法 . 就是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法
律法规 ' 政策制度 ' 生态文化等建设力
度 (-减法 .就是要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坚
决不上 -两高一剩 .项目 & /蒋定之的话 %

让人们看到了海南建设生态文明的清晰
路线图 &

"三沙是三沙市的三沙%是海南省的三
沙%更是中国的三沙& /李宪生代表说%三沙
市的建设需要全省'全国'全社会都来关心
和支持&

"老记/们飞快地在采访本上记录下海
南团的又一句"新话/'"实话/'"真情话/&

从会风看作风%海南充满希望&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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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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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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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特派记者黄晓华$ 陈辞代表在讨论
十八大报告时提出%立足当前欠发达的国情%

一方面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把发
展蛋糕做大( 另一方面要创新以民生为核心
内容的社会管理%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陈辞指出%过去十年%我们党带领全国
人民克服重重困难% 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
就%在党的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业绩& 他对两
点感触很深%一是过去十年%中国实现了从
人口大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转变%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二是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

!'

亿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中国几千年来第
一次开始进入福利国家'福利社会& 过去

!"

年%陈辞在三亚'海口担任市领导%"海口'三
亚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缩影%一路走来历经
诸多挑战%确实很不容易& /

陈辞说%共产党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执政

党%过去十年交了一个很好的接力棒%作为
党代表% 大家非常关心未来十年中国怎么
走& 他指出%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按照
联合国标准

/

中国仍有
!

亿多人口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 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区域差
距'城乡差距还较大& 我们得牢记中国还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欠发达的国情没有根
本改变%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定力%抵得住诱
惑%顶得住干扰%把做大发展蛋糕放在第一
位& 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民生%创新以民生
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管理%努力解决社会公平
问题&

陈辞指出% 体制性的障碍束缚了很多的
发展%要加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发展活力&特别是加
快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已非常迫切% 要进一步
扩大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强化
监督制约%增强公开透明%推动政府转型&

许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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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心特派记者黄晓华$"在我们工作中%

如果总提一些理想化' 脱离实际的空口号'

超前指标%或者说一些片面的过头话%让群
众产生错觉或者过高的期望%一旦难以实现
就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 甚至诱发社会矛
盾& /许俊代表在讨论十八大报告时提出%一
定要牢记初级阶段的国情% 立足国情谋发
展%扎扎实实抓发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
变& 许俊指出%这是一个清醒的'科学的判
断%应该体现在我们各项具体工作中& 各级
党委'政府制定规划'出台政策'部署工作%

都应该立足国情%不能脱离国情'脱离实际%

把理想化的愿望当作工作要求%盲目提高社
会期望值和群众期望值&

许俊指出%空指标'空口号'空承诺%容易

成为社会矛盾产生的诱因%"提出的民生目标
听起来挺好'挺诱人%可是在很长时间都不能
实现% 群众就会觉得我被幸福了' 我被公平
了%就可能产生怨气%甚至诱发社会矛盾& /

联系海南实际%许俊指出%我们不能被
现在取得的发展成绩冲昏头脑%而应时刻清
醒认识我们仍处于欠发达的基本省情和发
展不足的主要矛盾% 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凝神聚力促发展&

谈到生态文明建设时%许俊说%十八大
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对海南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 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的美
丽海南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我们完全有条件
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先走一步' 走好一步'走
快一步& 要认真抓好规划%把海南作为一个
大花园'大城市好好规划%把一'二'三次产
业%包括产业链'产业布局都科学规划好%有
时序'有计划地配置资源%把海南岛建成全
世界最美丽的岛屿%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
党人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

' ( ) *

+ , - .

李丽花代表"左$'刘文伟代表和张陈慧代表(右#)

陈峰代表(左$'张琦代表* 黄玉香代表(左$+刘文伟代表和武雪丽代表"右$*

连日来,我省代表团的各位代表围绕十八大报告,认真学习'深

刻体会* 无论是在会上还是在会下,大家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改革

开放'民生'生态保护等话题,深入讨论,热情交流*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王凯 摄

谭力代表(左$'陈志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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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一个上午要接待
+

批游客
的来访% 他笑说%"连抽根闲烟的时间都没
有了& /

有人竹排嬉水% 有人乘船观光% 老李
说%借助万泉河水道%

!"

年来大乐村村民都
靠内河旅游过上了好日子% 大家也期待着
能有更大的旅游开发空间&

老李和大乐村民们不知道% 他们的期
待可能很快成为现实&

嘉积至博鳌段
#+0!

公里万泉河航运
一期开发的水道上 %近日 %拟新建及改扩
建的嘉积 '龙池 '乐城 '莫村 '南强 '东屿 '

水城等
%

个游船码头 % 用地选址工作完
毕 % 新建码头可供

!$"

客位以上的游船
沿岸停靠 % 大乐水乡新码头建设也在其

规划中& "就像铺路帮农民通生财之道一
样 %很快 %我们会将更为畅通的 -水道 .铺
到农民家门口& /海南省琼海航道所所长
薛允厚说&

"内河水运开发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
载体%它使游客乘船由单个景-点.到河流

沿-线.%极大带动河流沿线旅游产业开发%

成为支撑腹地旅游'生态建设发展的引擎%

大大提高河流腹地资源附加值% 更直接带
动沿岸地区的农民致富& /省港航管理局局
长黄飞舟说&

椰林植被'乐城古街'博鳌水城'玉带
沙滩11水丝带正串起万泉河畔旖旎风
光%串起亲水村民的喜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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