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1月 21 日讯 （记者侯
小健 见习记者王玉洁）乘坐火车出
行的旅客请留意了，根据今年火车票
退票改签新规定，1 月 20 日成为春
运首日车票（2 月 4 日）最晚免费退
票日。从今天起，退春运首日车票将
收取退票费。另悉，节前出岛客列仍
有少量余票，请旅客及时关注12306
网站。

2015 年火车票退票改签新规明
确，乘客15天以上退票不收退票费；
距发车时间15天以内、48小时以上退

票的，收取票价的5%；在发车时间前
24小时至48小时之间的，收取票价的
10%；在发车时间24小时以内的，则
仍收取票价的20%。自去年12月起，
全国铁路延长客票预售期至60天，并
开始实行新的退改签规则。

火车票预售期延至60天后，让旅
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让不少行
程未定的旅客成了“囤票族”。据了
解，春节前的出岛火车票大部分已售
完。今天下午16时，中国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12306网站余票信息栏显示，2

月1日至19日，海口至上海南、海口至
北京西、海口至西安、海口至长沙、海
口至哈尔滨等出岛客列仍有少量余票
出售。

铁路部门提醒，春节前一些行程未
定的“囤票族”有可能会退票，预计1月
20日至2月3日将出现改签和退票高
峰，未买到票的旅客，建议随时关注
12306网站的余票信息，及时抢购“回
笼票”。除网络、电话抢购“回笼票”外，
旅客也可在火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回笼
票”。

退春运火车票进入“收费期”，节前出岛客列仍有少量余票
1月20日—2月3日

将现退票高峰 旅客可购“回笼票”

■2月17日的火车票免费退票期
的截止日期是2月3日，2月3日
前几天买到“回笼票”的几率较大

小贴士

抢“回笼票”时间点

春
节
前

春
节
后

■2月23日的“回笼票”在2月9
日前几天会出现
■2月24日的“回笼票”在2月10
日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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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能 通讯员 林立运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虽是冬日，位于石碌水
库附近的昌江黎族自治县红林农场红林区2队职
工住宅区依旧生机盎然，两排4栋刷着黄色墙漆
的崭新职工住房十分醒目。

今天，刚搬进新家的农场职工郭周友心里美
滋滋的。去年3月，郭周友的老房子终于被政府拆
除了，新房随即动工。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空，
他总喜欢到新房施工的地方溜达，看着新房一天
天“长高”，他愈发盼望着早日搬进去。如今，新房

“长成”，能在新房里过春节了，郭周友特别开心。
1989年，风华正茂的郭周友来到农场工作，

住进了1960年代建成的宿舍房。由于年久失修，
房子一到下雨天就不断漏水。“漏水还是小事，天
花板还经常掉泥块，让人提心吊胆。”郭周友告诉
记者。红林区2队由于没有自营经济，在整个农
场中是典型的困难群体，常年住在棚户区。2014
年3月3日正式移交昌江管理后，红林区2队棚户
区改造工程同日动工。项目总投资450多万元，
共4栋24户面积1440平方米，配套建设室外道
路、绿化、给排水、供电、公共照明等设施。目前，
24户农场职工正陆续搬进新居。新房每户60平
方米，职工只需支付每平方米每月1.5元的房租。

目前，除了棚户区改造，红林农场146户住房
困难职工领到了公租房钥匙或经适房房号并陆续
入住，4个分队的饮水安全及13个分队的避雷针
安装工程已经完成，其他项目正在推进。昌江已
经制定红林农场2014年到2016年产业项目规
划，决心将红林农场打造成该县重要的经济增长
点。 （本报石碌1月21日电）

昌江红林农场24户职工喜迁新居

搬进新房子
过个幸福年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见习记者罗清锐 记
者张谯星 特约记者佘正斌 杨瑞明）1月21日上
午，武警部队眩晕病研究所海南分所暨海南总队
医院眩晕中心揭牌仪式在省武警总队医院举行。

据了解，该中心是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对
武警海南总队医院的重点援建项目，也是武警总
医院重点技术支持项目。“这是海南省首家规范
化、专业化眩晕病诊疗机构，填补了海南省眩晕病
诊疗的空白，有利于更好地为广大眩晕病患者和
部队官兵服务。”武警海南总队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中心将于1月29日正式开诊。

海南首家眩晕病
诊疗中心成立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郭景
水 实习生吴坤梅）记者今天从省教育
厅获悉，截至2014年底，我省共有幼儿
园1806所、在园幼儿31.38万人。而至
2010年底，全省只有1005家幼儿园，在
园幼儿只有18.2万名。四年之间，我省
学前教育增加13万名在园幼儿，大致相
当于目前一个年龄段的幼儿人数。

我省三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人数
的大幅增加，主要得益于《海南省第二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
年）》的实施。三年之间，我省积极扩大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公办乡镇中心幼

儿园建设工程列入《海南省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重点民生项目发展规划
（2011-2015年）》，成为全省“十二五”
期间的重点民生工程之一。2012年和
2013年，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工程
均列入当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十

大事项之一。
在具体的项目推进上，2011-2013

年，全省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共155个，
总投入资金86739万元，新增幼儿学位
4.5万个。2011-2013年，我省利用农
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项目共93个，总

投入资金22261万元，新增幼儿学位1.9
万个；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项目共
281个，总投入资金11913万元，新增幼
儿学位2.6万个。

幼儿园建设完成之后，幼儿教师也
在逐年配置到位。省编办2012-2014

年分三批为2011-2013年新建、改扩建
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共下达教职工预
拨编制4083个。此外，省编办还专门为
省机关幼儿园等5所幼儿园重新调整编
制，新增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326个。

在已经发布的《海南省第二期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 年）》
中，我省还将进一步推动陆续新建、改
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支持企事业单
位、集体等社会力量办园，进一步扩大
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增加在公办幼儿园
就读的幼儿比例，确保到2015年公办乡
镇中心幼儿园覆盖全省所有乡镇。

省重点民生工程——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给幼儿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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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月21日电（记者黄媛艳）从鬼门
关上惊险走一遭后，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
的渔民郭石红静静地躺在海南农垦三亚医院重症
医学科的病床上，享受着重生的喜悦。

去年12月13日，长达一周的发热、咳嗽、咽
喉痛，虽经治疗，可郭石红的病情还是急转直下，
出现呼吸困难，肝、肾、心脏、肺等多器官功能衰
竭，凝血功能也出现障碍，医生判断这种情况死亡
率高达80%。随后，郭石红被紧急转入海南农垦
三亚医院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面对奄奄一息的
郭石红，因家境贫困，他的家属提出放弃治疗。

“他才27岁，如果离世，他的父亲将失去儿
子，妻子将失去丈夫，未出世的孩子将失去父亲，
这将给一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海南农垦三亚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林森和同事们，反复劝说其家
属，全力以赴救人，郭石红终于转危为安。目前，
郭石红的肾功能、心脏功能已恢复，肺炎有所好
转，即将转入普通病房接受进一步治疗。

郭石红从鬼门关安全返回，他的家人又喜又
忧，面对35万元的医药费，虽新农合可报销部分，
但仍需个人支付17万元，这个已变卖家中所有值
钱物品的家庭，已无力承担。获悉郭石红的情况
后，该院医保科及时介入，启动“先诊疗、后付费”的
绿色通道，救人为先。“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好政
策，谢谢医生们的救治！”郭石红的喜悦充盈脸庞。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何劝）今天，“一帮一”助盲助
残助养老学雷锋献爱心走进海南活动在
海口启动，中国盲人协会拟捐200万元，
资助海南盲人家庭的危房改造。

今天，在启动仪式上，中国盲协学
雷锋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孙培基表
示，开展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通过开展活动，让更
多爱心企业参与进来，募集到更多资
金资助更多的残疾人，重点培育残疾
人的工作能力、就业技能，能够共享社
会发展的成果。

今天，中国盲人协会还和海南省残
疾人基金会签署框架协议。根据协会，
中国盲人协会将向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捐赠200万元资金，用于海南盲人家庭
的危房改造。

本次活动由中国盲人协会、中国盲
协雷锋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盲协全国
学雷锋委员会主办。

中国盲协拟捐200万
助海南盲人家庭危改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侯小健 见习记
者王玉洁）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规费征稽局获悉，
2014年重大节假日通行附加费退费申请已结束，
经审核，2014年申请退费的车辆共计147370部，
同比增加26505部，退费金额合计1915.8万元，
同比增加429.2万元。另悉，退费金额有望春节
前后陆续转入个人账户。

据了解，每车的退费金额由上年的123元增
至130元（按新标准计）。

2013年应退费车辆为120865辆，已退费车
辆 104478 辆，尚有 16387 辆车车主未收到退
费。据介绍，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从去年起便以短
信形式通知车主其申请不成功的原因，并请车主
尽早到网上或申报点更改信息。如果手机号码
有变动的车主应及时留意自己的银行卡是否收
到退费，若无请及时与交通规费征稽局取得联
系。

省交通规费征稽局负责人称，国家确定的
2015年重大节假日共计20天（即春节和国庆各7
天，清明节和五一节各3天），如通行费不调价，今
年我省重大节假日车辆通行附加费全年退费金
额仍为130元（退费金额按6.5元/天/车计）。今
年退费申请的办理时间为3—10月。

去年我省申请节日通行附加费
退费车14.7万辆

退费有望春节前后
转入个人账户

本报讯（记者黄能 通讯员符啟慧
特约记者高智）记者日前从东方市社保
局获悉，该市通过调整完善社会保险政
策，提高社会保险待遇，进一步扩大参保
范围，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
障体系，2014年完成2.8万人的社会保
障卡发行任务。

近年来，东方市加强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强化用人单位及员工参保意
识，保障职工权益；还及时调整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年最高封顶线、住院支付
比例及相关政策。同时开展职工、居
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市级以外省、
各市县定点医疗机构异地就医结算，
简化支付报销流程，方便参保人异地
就医。2014年完成全市2.8万人的社
会保障卡发行任务。

据了解，2014年东方市五项社会
保险费合计代征3.4亿多元，同比去年
增收5214万元，増长18.03%。社会保
险各险种业务运行良好，收缴规模稳
步上升，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得到有力
保障。

东方去年发放
2.8万张社保卡

本报三亚1月21日电（记者黄媛
艳）历时百天的三亚国际旅游嘉年华主
题园区今天正式开园，市民和游客将从
多彩灯展、特色演艺中，感受鹿城旅游
的趣味与独特。

本届嘉年华主题园区总占地面积
达 10 万多平方米，共由五大区域组

成。园区主体部分将汇聚60组大型彩
灯组，上演被誉为“天下第一灯展”的东
方彩灯展。其中，不仅有采用传统工艺
制作的传统灯组，也涵盖选材别出心裁
的特色灯组。

传统灯组的展示中，造型各异的彩
灯不仅展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遗迹、风

光名胜和建筑民居；也展现了海南在海
洋风光、经济建设、美食以及风土人情
上的特点。同时，经典与流行风格迥异
的两类动漫人物造型和1：1仿真大小
的原始动物造型，也遍布园区，让灯展
更具趣味与特色。

本次嘉年华还特别为儿童预留出了

大片趣味互动区域。此外，园区内还将
定时上演阿拉伯舞蹈、巴西狂欢舞、小丑
表演、花车巡游和10余个主题日演出。

上图为游客在三亚国际旅游嘉年
华主题园区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国际旅游嘉年华开园
将上演被誉为“天下第一灯展”的东方彩灯展

◀上接A01版
驻足观看他们的蜡笔画，祝他们健康成
长。住在这里的受灾群众听说总书记来
了，纷纷跑出帐篷，簇拥到总书记身边，
习近平热情同他们握手。他对大家表
示，党中央始终关心着大家。天灾无情
人有情。老天爷把大家的家园毁了，党
和政府一定要帮助大家建设一个更加美
好的家园！我们13亿多人民就是一个
大家庭，全国各族人民就是一个大家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要大家一条心，
有党和政府支持，有全国人民支援，再大
的坎都能迈过去。大家要增强对美好生
活的信心，不怕灾害，不怕困难，用自己
勤劳的双手，把新家园建设得更好！

总书记的到来，给当地干部群众极
大鼓舞。一位当地干部激动地说，明天
是大寒，总书记大寒节气之前来看望灾
区群众，大伙写了一首诗送给总书记：

“大寒节令送大爱，龙头喜降丰年雪。千
家万户彤彤日，十万乌蒙尽开颜”。

昭通市位于乌蒙山区，全市11个区
县中有10个属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扶贫开发任务重、难度大。总书记
对这里的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19
日下午，在地震灾区板房学校，习近平听
取了当地扶贫开发工作汇报。他指出，
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现在距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六年时间
了，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

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
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要以更加明确的
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
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
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
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云南是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
份，习近平对民族地区发展和少数民族群
众生活十分关心。20日上午，他来到大
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古
生村位于洱海边，是一个典型的白族传统
村落，已有1000多年历史。总书记步行
穿过村中街巷。街巷道路整洁，溪水环
流，绿树成荫，洋溢着浓浓的民族气息。
习近平同当地干部边走边聊，向他们了解
村民增收和古村落保护情况。他强调，新
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
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
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在洱海边，习近
平仔细察看生态保护湿地，听取洱海保护
情况介绍。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
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
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一定要把
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
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离开洱海边，习近平来到村民李德
昌家。小院宽敞明亮，红花朵朵，绿意盎

然，体现了坊、阁、照壁相结合和青瓦白
墙的白族传统建筑风格。习近平同村民
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民情、谈生产、
问生计，村民们争先恐后向总书记讲述
农村的变化。习近平听后十分高兴。他
强调，党和政府还会不断增加农业农村
投入，支持农村建设发展，支持农民增收
致富，大家的日子一定会更好。总书记
离开时，村道两旁聚集了很多村民，纷纷
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围拢过来的村
民握手，向远处的村民挥手致意。

20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大理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
司，走进技术中心，了解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扩大出口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创新
力度，提高制造水平，扩大产品出口，优
化市场服务，牢牢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

20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正在建设中
的昆明火车南站，考察“八出省、四出境”
铁路通道重要枢纽建设情况。在工程项
目部，他详细了解工程设计和施工进度，
听取云南省发展滇中新区规划建设情况
和加强互联互通、建设面向西南开放大
通道情况介绍，要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有效支撑云南发展、更好服务国家
战略的综合基础设施体系。

20日傍晚，习近平在驻地亲切会见
了独龙族群众代表。2014年元旦前夕，

云南省贡山县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报
告了多年期盼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
道即将贯通的喜讯，习近平复信祝贺。
一年过去了，总书记惦记着乡亲们。习
近平同独龙族群众代表一起观看反映当
地生产生活变迁的视频短片，同他们亲
切交谈，勉励他们立足自身优势，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努力实现新的发展。

考察期间，习近平听取了云南省委
省政府工作汇报，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希望
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
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
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并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一定要牢牢抓住
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
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提高创
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
下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扎扎
实实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来。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推进，实现城乡发展一体
化。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
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
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
寅吃卯粮、急功近利。民族团结是我国
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民族
政策，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注重把建
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
抓，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习近平强调，关于从严治党，党中央
的态度很鲜明，就是要采取一切措施，认
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深入地而不是表皮
地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
级党组织要在从严治党上进一步做起
来、实起来。无论哪一层级、哪一领域的
党组织，都应该严肃认真对待党赋予的
职责，按要求进行严格的组织管理。党
组织要管理党员、干部，党员、干部要自
觉接受党组织管理，也是我们党的一个
重要规矩。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根本
在于严格管理标准、延伸管理链条、落实
管理责任，使每个党员、干部都及时纳入
组织管理，使党组织对每个党员、干部都
做到情况明、问题清、措施实。各级党组
织要切实履行管党责任，结合实际建立
健全管党机制。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
要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努力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王沪宁、栗战书、王正伟和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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