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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 开门红

导读

A09版 海南新闻

新华社西安2月16日电（记者霍
小光）农历羊年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来到陕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
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祝福，祝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幸福安
康。

立春后的三秦大地，阳光明媚，暖
意融融。2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在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省长娄勤俭陪同
下，来到延安、铜川、西安等地，深入乡
村、学校、社区、科研院所、革命根据地
纪念场馆调研考察，并在延安主持召开
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给广
大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13日一大早，习近平从北京乘飞
机一到延安，就转乘汽车前往延川县文
安驿镇梁家河村看望村民，并给乡亲们
送上他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

延川是革命老区县，梁家河村位于
延川县文安驿镇东南5公里处的大山
沟里。1969年1月，不满16岁的习近
平从北京来到梁家河村插队落户，后来
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劳动生活
了7年。他组织带领群众修道路、造淤
地坝、办铁业社、打大口井、发展沼气，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当年淤地坝造
出的耕地，如今已是亩产1000多斤的
高产田。在梁家河村的2400多个日日
夜夜，习近平同乡亲们打成一片、结下
了深厚感情，增长了见识和本领，锤炼

了意志和品格，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
沟一岔、一峁一梁都饱含深情、常常牵
挂。

13日上午11时许，习近平乘坐的
汽车一进入梁家河村村口，当年建造的
一块淤地坝就展现在眼前。习近平随
即下车，同迎候他的几位熟识的乡亲亲
切会面，一起回忆当年建造淤地坝的劳
动场景，了解如今淤地坝发挥作用的情
况。他对随行的地方领导说，淤地坝是
流域综合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既可以
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又
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要因地制宜推行。

从村口到村里长长的路上，习近平
同乡亲们边走边聊。他来到插队时的
房东刘金莲、吕侯生家，同他们忆往事、
话家常，他到梁家河村第一晚住的窑洞
里仍然保留着原样。刘金莲回忆起她
嫁到这个村时习近平等北京知青闹洞
房的情景，说年轻时习近平就很平易近
人。村民吕侯生是习近平在梁家河村
的第二个房东，后因腿疾失去行走能
力，当时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专
门把他接到福州就医，由于病情严重，
腿最终没能保住，装上了假肢。一见
面，习近平就询问他假肢好使不好使，
生活过得怎么样，嘱咐他保重身体。

听说总书记来了，村民们十分激
动，纷纷赶到村委会小广场，围拢到总
书记身边，争着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
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并同每一

家合影留念。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迈
出人生第一步就来到梁家河，7年时间
里，梁家河父老乡亲给了我无数关爱，
使我受益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梁家

河，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亲，永远不会
忘记老区人民。我给大家拜年，祝乡亲
们羊年大吉、喜气洋洋、蒸蒸日上、吉祥
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还参观了村史馆、察看了已
成为优质苹果生产基地的苹果园等，并
同村民代表一起在老书记梁玉明家里
吃了简单的农家饭。 下转A05版▶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陕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

向全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生黄志豪）春节将至，
困难群众的冷暖牵动人心。近日，省政协主席于迅率
领第四慰问团深入澄迈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
问部分困难群众，向他们带去新春的美好祝福，并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品。

慰问团一行来到澄迈县老城镇白莲居委会白莲墟
困难户冯名生家里。详细了解冯名生的生活状况和家
庭情况后，于迅向他致以节日的祝福，并鼓励他坚定信
心，重新发展生产。

在白莲敬老院，22名当地的五保供养老人正在院
子里晒太阳。慰问团一行上前与老人拉家常，询问老
人的身体情况，并给每一位老人发红包和春节慰问品。

随后，慰问团一行又先后来到白莲墟城市低保对象
吴多富等4名困难群众家中慰问。每到一家，于迅都嘘寒
问暖，向他们送去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并叮嘱
当地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时刻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
心上，多关心和帮助他们，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省政协秘书长李言静，省民政厅、省农业厅、省扶
贫办等有关负责人以及澄迈县相关负责人参加慰问。

于迅带队赴澄迈
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见习记者罗清锐）近日，受
省委书记罗保铭委托，省委副书记李军率团专程前往文
昌航天发射场慰问部队官兵。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刘
新，副省长何西庆参加慰问。基地司令员张振中、副司
令员易自谦、副政委吴双铁等会见了慰问团一行。

李军代表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向基地指战员拜
年，对他们长期以来给予海南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
谢。他说，近年来，海南军地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
祖国南大门守卫好”的殷切嘱托，相互支持，共建共促，军
民融合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海南将全力以赴做好
为航天发射场建设运行的相关配套服务，希望部队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军地携手共促海南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共促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张振中代表全体官兵，向长期支持文昌航天发射
场建设的海南各级党委政府、驻琼友邻部队表示衷心
的感谢。他表示，部队要热爱海南、建设海南，义不容
辞地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李军率团赴文昌
航天发射场慰问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彭青
林）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率省
春节慰问团赴定安慰问并调研，强调各
级党委政府要和群众一道，齐心协力建
设环境优美、社会和谐、安居乐业的文
明乡村，共同致富奔小康。

刘赐贵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部分
城乡五保户、优抚对象、低保户和受灾
群众代表，逐一送上慰问金和米、油、糕
点等年货，代表省委、省政府提前送上
新春的祝福，祝愿他们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春节。

在定安廉租房塔岭小区，刘赐贵走
进残疾人陈琳琳的家，看望她和2岁的
孩子，鼓励她在政府支持下自强自立，
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嘱咐有关部门要
重视解决困难人群的住房问题，做到应
保尽保。

在龙门镇中心敬老院，刘赐贵直接

走进厨房，查看刚买回的猪肉、鸡腿、豆
角等食材，仔细翻阅各项台账。他对工
作人员说，对老人们来讲，你们就是党
和政府的直接体现，一定要搭配好伙食
营养，为老人改装坐便器，把老人们照
顾得更好，更加健康长寿。

“家里收入有哪些？房子住得怎么
样？孩子读书了吗……”在龙门镇大效
村，刘赐贵走一路访一路，与农民、村干
部拉起家常。他揭开退伍老兵符方茂
家的锅盖，详细了解生活状况；查看了

“威马逊”毁房户王有经在政府支持下
重建的新房，探讨橡胶、槟榔的发展情
况；嘱咐低保户谭锦清多运动、少抽烟，
多保重身体。冯林俊夫妇俩都出生在
1915年，同为百岁老人，身体健康，说起
对政府照顾的感激依然声音洪亮，刘赐
贵嘱咐村镇干部，百岁老人尤其需要各
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基层党委政府的关

怀，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海南
的百岁寿星越来越多。

“百岁老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的
晴雨表。”刘赐贵对当地党员干部说，目
前全省有1800多名百岁老人，表明海
南有非常适宜老人生活的优良的自然
气候和人文社会环境。我们要充分发
挥环境优势，加快奔小康的步伐。他强
调，基层党员干部是党和政府在基层的
延伸，一定要以身作则、积极作为，坚决
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惠农举措，带领群众
共同建设环境卫生、持续发展、社会安
定、邻里和谐的文明乡村。要因地制宜
加快产业发展，给农民带来稳定的收
入，实现可持续增收；要平时多下功夫，
做好“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农村垃圾
处理体系，养成良好的环境卫生习惯，
保持村容村貌整洁优美。

省政府秘书长胡光辉参加慰问。

刘赐贵率团赴定安慰问时指出

关爱困难群体 建设文明乡村

■ 吴卓

春节临近，多位省领导分别到基层单位慰问
干部群众，送上节日的问候和帮助，充分体现出党
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的鱼水情。这种送温暖活动
需要更多地开展起来，让广大群众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热诚关怀。

逢年过节嘘寒问暖、赠送节日礼物，是中国人
的一种礼仪，也是相互关怀的一种体现。党和政府
在年节时给群众送去温暖，是贯彻为民宗旨的应有
之义。省委、省政府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在前日举行的省委、省政府春节团拜会上，就邀请
了许多来自基层的群众代表参加，表明了省委、省
政府对基层群众的敬意。我们给基层群众送温
暖，也应该这样，带着真诚的敬意，带着群众真正
需要的关怀，给群众送上一份暖心的节日问候。

将更多温暖
送给基层群众

本报莺歌海2月16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春节在即，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的一
处工地，依然处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中。为尽快缓
解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面临的电力紧缺局面，海南“十
二五”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海南
西南部电厂的建设正在以超常的速度推进，工程核心装
置两台350兆瓦发电机已于日前安装就位，多个主体及
配套工程建设均在快速有序推进中。下转A04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国电西南部电厂建设以超常速度推进

两台350兆瓦
发电机安装就位

2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〇五所社区服务中心，拿
起一幅“三阳开泰”剪纸，祝愿全国各族人民新春愉快、羊年大吉，生活喜气洋洋，事业蒸蒸日上。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在定安县龙门镇大效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来到退伍老兵符方茂家慰
问，并走进厨房详细了解符方茂家的生活状况。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2月16日，省委书记罗保铭赴文昌市翁田镇明月村慰问灾区群众。图为罗
保铭拉着76岁的林爱娥老人的手，嘘寒问暖，祝愿村民们过上一个幸福年。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驻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
部队全体官兵，全省红军老战士、军队
离退休干部、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
复员退伍军人：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省委、省
政府谨代表全省各族人民向你们致以

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慰问！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

年。一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和两次强台风袭击的严重影
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引，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深化改
革年”和“科学管理年”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 下转A05版▶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致驻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

全省红军老战士、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
残疾军人和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的

慰问信

本报文城 2月 16 日电 （记者周
元）带着省委省政府对文昌灾区群众的
深情牵挂，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
率慰问团来到“威马逊”超强台风登陆
点、文昌市翁田镇明月村委会内六村送
上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围坐在村民中
间，罗保铭高兴地说，今天看到大家住
进了新房，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了，我们
惦记大家的这颗心，总算踏实了！好日
子要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更要靠父
老乡亲们的自强不息和辛勤努力。

去年7月18日，17级超强台风“威
马逊”在内六村登陆，当时满地残砖碎
瓦、断壁残垣。如今，那场狂风肆掠的
印记几乎找不到了：新修的水泥路环村
铺设，一栋栋崭新的平顶房、修葺一新
的瓦房贴上了大红春联，阿婆们靠坐着
墙根儿晒太阳、聊天，孩子们在村道上
追逐嬉戏，一派喜庆祥和。

“新修的房子结实吗，建房花了多

少钱？”罗保铭走进内六村村民小组长
王康生的家中，一边摸着墙壁仔细查
看，一边关切地询问。

“平房比瓦房结实，以后再大的风
也不怕了。”王康生说，台风登陆时，老
瓦房被吹得墙都裂开了，灾后被定为D
级危房。修新平房花了14万元左右，
政府补贴了3.7万元和250包水泥，自
己出了近9万块钱，其中有5万元是政
府贴息贷款的。

“群众的建房补助是一样的吗？”得
到政府对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户实行

“兜底”的答复后，罗保铭实地走进贫困
户王安育家中，嘘寒问暖了解情况，并
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王安育原来的
房屋在台风中严重受损，政府建了两间
安置房免费供他和家人居住，并为他送
去新电视机和电饭煲。

“太感谢党和政府了！”不善言辞的
夫妇俩紧握着罗保铭的手，谢意全部化

作热泪涌出。
走出王安育家，村里的凤凰树下聚集

了很多村民。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
党和政府最真诚、最自然的感激之情。村
民们没有忘记，在“威马逊”登陆前5个小
时，是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转移翁田镇
方圆25公里内的群众；也是文昌市各级
干部不畏风险，3个多小时紧急转移18万
名群众，关键时刻救了大家、帮了大家。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我们代表
省委省政府给台风受灾最严重的内六
村乡亲们拜早年来了！”罗保铭对村民
们说，新春佳节到来之前，省委省政府
最惦记的就是台风摧毁最严重的翁田
镇，想看看大家生活得怎样，新房子盖
好没有，住进去没有。

在现场听取了文昌市灾后重建情
况汇报，以及明月村党支部书记陈泽存、
受资助大学生代表林芷宇、村民何敦旭
等村民代表的发言后， 下转A04版▶

罗保铭春节前率团慰问文昌灾区

“看到大家住进新房，我们的心总算踏实了”

三亚海鲜排档设星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