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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
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
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曾觉

六连岭，因六峰相连，逶迤腾浪。
以连绵的青峰为背景，六连岭烈士陵园
气势恢宏。

走进陵园大门，园内大道两旁椰树
挺拔，松柏苍翠。拾阶而上，呈方形塔
状的六连岭烈士纪念碑矗立眼前，庄严
肃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镌
刻其上，铭记六连岭的2000余位烈士
英魂。

这是一座被赤色浸润血脉深处的
山脉——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
创建至1950年海南岛解放，自始至终
都是红色天地，创造了琼崖23年红旗
不倒的奇迹。

“翻阅”这部催人奋进的红色经典，
历史的回声仿佛还在回响。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发动反
革命政变。23日，万宁县党部委、县
农会以“野外演习”为名，夜里率领礼
纪、万城、龙滚等农训所近200名学员
撤出县城，到六连岭下的军寮村驻
营，保存革命力量，从此“三军”会师，
建立了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人
民武装斗争，实现革命重心从城市转
向农村的战略大转移。在中共琼崖地

委书记王文明的主持下，对驻守在军
寮的乐万两县160名武装人员整编，
创建工农武装，成立一个武装大队。

“5月 12日的军寮战斗虽为遭遇战，
但却是万宁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革命
武装打响了第一枪。”万宁市作家协
会会员蔡德佳向记者讲述了这段烽火
岁月。

山势险峻的六连岭还有个石洞，是
当年缺盐少药都难不倒的红军医院，从

出口朝西北方向走出，有块平坦之地就
是红军操场。据村民介绍，当年，六连
岭还创办过列宁学校、军事学院、红军
机械厂等。1928年冬天，六连岭根据
地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
和“清剿”。凶残的敌人绝不容许革命
力量的存在，他们修炮楼、砍山林，穷尽
各种办法，试图将六连岭上的红色火种
彻底扑灭。没有粮吃、没有衣穿，六连
岭上的革命同志只能穿着用装米的麻

袋做成的衣服，上山挖野菜，下河摸鱼
虾。时至今日，六连岭脚下的火烧龙村
村民还传颂着“六连岭精神”——红军
白天与敌人激战，晚上绕过敌人炮楼到
山下找粮食，筹粮的同志牺牲了，山上
的战士却没有一个人动摇投敌，大家怀
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宁做敌人刀下鬼，
不做叛徒跪着生。“至1929年夏，坚持
在六连岭的红军战士只剩下27人。”蔡
德佳心痛地说。

在日军“蚕食”期间，敌人所到之
处，实行“三光”政策。日军的轮番扫
荡，使许多村庄见不到一个人影，听不
到一声狗吠，成为满目疮痍的“无人
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六连岭革命
根据地的军民经历了革命低潮的磨
难。“据不完全统计，六连岭地区房屋被
烧毁，群众被杀绝而成为‘无屋村’‘无
人村’有20个村庄，在原有100多个村
庄中，先后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和为革命
牺牲的同志有2000多人，占原有人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共万宁市委党史
研究室提供的数据，显示出六连岭地区
经历的腥风血雨。

“坚持革命斗争23年，这种精神何
其难得？如果总结一句话，这就是‘六
连岭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敌人，
是六连岭的群山赋予了革命同志坚强
的意志，他们用自己的血与肉树立了革
命的丰碑。”中共万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陈星界动情地说道。

拂去历史的烽烟，六连岭依然巍巍
耸立，苍翠挺拔。而在山脚下，乡间公
路直通村落，路旁的槟榔林整齐挺拔，
菠萝、西瓜等各色瓜果长势喜人。这片
大山用它的泥土和清泉滋养出一片丰
茂的果实。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朱德所
题的“六连岭上现彩云，竖起红旗革命
军。二十余年游击战，海南人民树功
勋。”几行大字，伴着温煦的山风，带着

“六连岭精神”，带领大山中的群众奔向
自由的新天地。

（本报万城4月3日电）

万宁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创造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青山有幸 烈士不朽

本报石碌4月 3日电（记者黄能
特约记者黄玉宁 通讯员黄宾虹）在纪
念海南解放65周年和清明节来临之
际，4月2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政局组
织乌烈中学师生100多人，到乌烈镇道
隆烈士陵园开展纪念烈士活动，深切缅
怀先烈英雄业绩，追思先烈精神。

在先烈纪念碑前，师生们怀着庄严
肃穆的心情向先烈纪念碑敬献鲜花，瞻

仰墓碑，深切缅怀为海南解放事业立下
不朽功勋的革命先烈。

据了解，乌烈镇道隆烈士陵园为纪
念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乌烈镇革命先烈
而建，革命烈士纪念碑于1990年落成，
园内共有烈士墓13座。昌江高度重视
革命烈士纪念活动，每年清明节期间，
该县都组织党员干部和师生到烈士陵
园，举行革命烈士纪念活动，缅怀英烈。

百名师生缅怀先烈

清明节特别策划

走访革命烈士纪念地

本报那大4月3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者谢
振安）如何让城乡变得越来越洁净靓丽？儋州以奖
惩分明的机制做后盾。记者今天从儋州市政府获
悉，该市推出了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检查考
评办法，实行百分制，不及格者将予以整治和惩处。

在奖励方面，该市对月检查考评综合得分排序
前三名的镇、国营地方农林场、园区等，分别增加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经费20万元、8万元、2万元。

在惩罚方面，有一次不及格的，给予通报批评，
单位主要领导在儋州主要媒体上公开检讨；一年内
有两次不及格的，对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进行诫勉谈话；一年内有三次不及格的，对单位党政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给予免职。属省驻市单位的，
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实行问责。

儋州整治城乡环境
卫生出新招
不及格单位主要领导在媒体上
公开检讨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刘贡 特约记者吴
彭保 通讯员陈创淼）近日，海口秀英区采取由政府

“埋单”的方式，为主城区内共75个“三无小区”配备
80名保洁员，这些保洁员日前陆续上岗。

位于秀英区东方洋路的海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
公司第二仓库宿舍是一个典型“三无小区”，原来垃
圾沿路边堆放成小山，天热时臭气熏天。但如今小
区入口处摆放着3个大垃圾桶，地面干净整洁，保洁
员陈珍正在打扫小区卫生。

“‘三无小区’的卫生不能仅靠一时突击，必须长
效管理。”秀英区环卫局局长张培云表示。为彻底
改变辖区“三无小区”脏乱差的现状，从去年开始，秀
英区就对主城区内的海秀镇及秀英、海秀两个街道
办进行调查摸底，并征求镇街、社区意见。3月27
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按500人口配备一名保洁
员的标准，给城区75个“三无小区”共配备保洁员
80名，确保每个“三无小区”至少有一名保洁员，实
现城区环卫全覆盖。区里每年补贴保洁员经费76.8
万元，并将经费、指标、环卫设施下拨到镇、街，由镇
街、社区对保洁员进行聘用、管理，区环卫局负责垃
圾每日清运。

海口75个“三无小区”
有了保洁员

本报文城4月 3日电（记者刘笑
非）今天上午，值此清明之际，文昌市
举行了多个公祭革命烈士活动，纪念
他们的英勇无畏、缅怀他们的无私奉
献。同时，今年正值海南解放 65周
年，文昌各界还在清明之际向国家名
誉主席宋庆龄塑像，以及开国大将张
云逸的铜像敬献花篮。

在文昌市文城镇南洋革命烈士
纪念园里，庄严的国歌声中，两名革
命烈士遗属代表慢慢走向烈士纪念
碑，敬献花篮、整理缎带和挽联。少

先队员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向烈士
纪念碑敬献花篮。作为海南著名的
革命之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南
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求
解放，抗击日寇侵略者，打击国民党
反动派，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直至
新中国建立，海南岛解放。从 1926
年琼崖地方共产党组织开始活动起，
至1950年5月海南全岛解放止，南阳
地区共有 330多位革命烈士为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

随后，文昌各界人士还来到位于
文城镇的宋庆龄雕像、张云逸铜像
前以及文昌公园革命纪念碑敬献了
花篮。今年正值海南岛胜利解放65
周年，著名的革命之乡文昌还将举
办一系列纪念活动，缅怀烈士、牢记
历史。

同时，鉴于近两日来文昌发生10
起因扫墓引起的林地、草地火灾事件，
文昌市消防部门特别提醒，缅怀故人、
不扰今人，祭奠的同时，也要注意预防
火灾事故。

多项活动公祭革命烈士
本报临城4月3日电（记者李佳

飞 张谯星 见习记者罗清锐 特约记者
吴孝俊 通讯员朱晨鹏 林春）今天上
午，临高县组织县领导、党员干部、驻县
部队官兵、参加渡海作战及琼崖纵队老
首长、老战士、军烈属，以及学校师生
1000多人分别到临高角热血丰碑广
场、海岸岭战役烈士纪念碑、兰陈坡烈
士陵园等地，举行临高县纪念海南解放
65周年暨清明节祭奠革命先烈活动。

在临高角热血丰碑广场，临高县领
导、干部群众、学校师生、参加渡海作战

及琼崖纵队老首长、老战士、军烈属共
500多人以奏唱国歌、献花圈、送花篮、
递花朵，默哀、鞠躬、敬礼等方式，深切
缅怀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和英勇渡海作
战的革命先烈们。

在临高角解放公园热血丰碑200
多米处，巍然屹立着两座船状型纪念
碑——40军及43军解放海南岛战役
烈士纪念碑。临高干部群众在两座
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缓缓环绕纪念
碑走一圈，向革命烈士寄托哀思和崇
敬之情。

千人鲜花追思英烈

本报万城4月3日电（记者赵优 特
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 黄艳）今
天上午，万宁团市委、万宁中学、北师大
万宁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师生近千人聚
集在万宁市烈士陵园，参加青少年“缅怀
革命先烈、争当建功先锋”扫墓活动暨成

年礼教育实践活动。缅怀革命烈士的
丰功伟绩，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作风。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全体师生听取老干部讲述革命史，青少
年们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发表成人
礼宣誓，并仔细清扫陵园。同时，在团

市委的统一指导下，全市各镇区、中学
团组织分别组织青少年在六连岭革命
烈士纪念碑、乐来阎克林等四位革命烈
士纪念碑、李振亚革命烈士纪念园等，
开展实践教育活动，全市共有2000余
名青少年学生代表参加了扫墓活动。

青少年祭先烈行成人礼万宁

临高

昌江

文昌

本报定城4月 3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司玉 叶松）在清明节到来前
夕，定安社会各界举行形式多样的祭
奠活动，缅怀追忆革命烈士的不朽功
勋。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在黄竹镇烈士纪念
园里，回荡着这首熟悉的少先队员之
歌，来自黄竹镇中心小学的一百多名

师生在这里缅怀英雄、纪念先烈。
活动中，黄竹镇中心学校的学生代

表首先向革命英雄纪念碑敬献上花圈，
并一同为革命烈士默哀，深情缅怀为解
放海南这块热土献出生命的英雄先
烈。在雷鸣镇冯白驹抗日驻地遗址，百
余名干部学生们聆听了“缅怀先烈 振
兴定安”对革命故事的精彩演说后，向
革命烈士献上花圈，缅怀革命先烈。

社会各界纪念先烈

本报海口4月 3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黄小军 刘华 张晓霜）青山
埋忠骨，浩气永长存。在清明节即将
来临之际，今天上午，省军区机关组织
1000余名官兵，来到解放海南岛战役
烈士陵园，举行“清明忆英烈”活动，向
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的不朽功绩。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刘新，省军

区副司令员李谷建、毕重峰，副政委李
尚林，参谋长杨征，后勤部长狄勤良等
省军区党委常委参加活动。

上午10时，伴着雄壮的国歌声，
纪念活动正式开始。官兵们在烈士陵
园纪念广场上整齐列队，满怀无比崇
敬之心，向革命先烈致敬，默哀1分钟。

“礼步——走！”随着《献花曲》的
响起，18名战士高抬腿，轻落足，抬

着花篮缓步走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
轻轻地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省军
区领导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步上前，仔
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全体肃
立，向革命先烈三鞠躬，表达崇敬之
情。

献花仪式结束后，官兵们还绕行
纪念碑基座一周，一起瞻仰了解放海
南岛战役英雄纪念碑。

千余官兵清明忆英烈省军区

本报海口4月 3日讯（记者李关
平 黄能 张谯星 程范淦 见习记者罗
清锐 孙婧 特约记者罗佳）一缕“心
香”寄哀思，网上祭奠树新风。1988年
建省至今，海南共有139名民警因公
牺牲。清明节来临之际，海南省公安
厅在互联网上开设了“海南省公安厅

网上祭奠英模”专题网页，开通网友留
言系统，对公安英烈进行网上祭奠，敬
献电子鲜花，寄送哀思，为天堂的公安
英烈祈福。

4月4日，省公安厅将在琼州海峡
开展“海上祭英烈，民族复兴中华魂”
海上祭公安英烈活动，表达对公安英

烈的敬意，继承英烈遗志，进一步激发
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全省公安
微博统一设置#纪念公安英烈、缅怀牺
牲战友#话题，讲述英烈故事，反映纪
念英烈活动，深深表达对牺牲战友的
追思和怀念。

与此同时，在省公安厅的组织下，
海南各地公安机关陆续开展各种形式
的祭奠、缅怀和慰问公安英烈家属活动。

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海南公
安边防总队东方边防支队、陵水边防
支队和清澜边检站组织官兵也分别通
过网络开展了“网上祭奠英烈”纪念活
动。

在“网上祭奠英烈”之外，4月3日
上午，三亚市公安局组织各部门民警
代表60余人，到三亚梅山老区革命烈
士陵园和梅山革命史馆，举行清明节
祭奠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据统计，1988年至今，海南共有
139名民警因公牺牲，其中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模4名，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模6名，51名民警被评为烈士。据了
解，派出所民警、交警、刑警等基层一
线警种任务最重，牺牲人数也最多。

网上祭奠公安英烈公安系统

定安

4月3日上午，三亚市公安局组织60余位民警代表，到三亚梅山老区革命烈
士陵园和梅山革命史馆，举行清明节祭奠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罗佳 摄

青山脚下的万宁六连岭烈士纪念碑，向牺牲在这里的2000余位英魂致敬。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曾觉 摄

本报三亚4月3日电（记者黄媛艳）
清明又至。今年清明小长假恰逢周末，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三亚汽车
站增加30辆快车作为应急运力投入运
营，每天保持总运力490辆至500辆。

清明期间，乐东、八所、昌江、那大、
临高等地往返三亚的客流增多，为应对
省内短途客流高峰，三亚汽车站增加

30辆快车作为应急运力投入运营，总
运力保持每日490辆至500辆，预计平
均每天发送旅客1.1万—1.2万人次。4
月4日至5日两天高峰期，预计运送旅
客将达到1.4万—1.5万人次；该站目前
已在原有6个购票窗口的基础上再增
设2个，共达到8个购票窗口，方便市
民和游客购票出行。

三亚汽车站增加30辆快车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孙祥祥）清明将至，一拨拨旅客
纷纷乘坐高铁返乡扫墓踏青，东环高铁
今起迎来客流高峰，仅海口东站今天共
发 送 旅 客 16182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46%。

记者今天中午在东环高铁海口东
站看到，旅客明显比往日增多，售票窗
口前排起了购票长龙，候机室里人头攒
动，人气甚旺。据了解，大部分是返乡
扫墓祭祖的旅客。

为适应持续增长的客流，方便旅客
出行，东环高铁挖潜扩能，最大化调整
运力，今天起至6日，在日常开行27对
动车组列车的基础上又加开了6对列
车，满图开行列车达到了33对。

清明期间，东环高铁客流将持续增
长，铁路部门建议广大旅客最好通过网
络购票（www.12306.cn）、电话订票
（95105105）等方式提前购票，也可持
二代居民身份证到售票大厅的自动售
票机上购票。

东环加开6对列车

本报营根4月3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黎
大辉 通讯员李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近日出台
《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投资优惠奖励政
策》，分别对产业、财税、人才引进制定优惠奖励规
定，鼓励外来投资和吸引优秀人才。

琼中对入驻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的项目实际投
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可依据该企
业的投资和产值情况获得奖励。对于投资强度在每
亩80万元以上（含每亩80万元）的企业，政府按实
际投资额的4%安排奖励资金作为企业发展资金。

琼中财税优惠：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
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额度低于10万元（含10万
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算应缴纳
税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引进、聘用博士或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和
管理人才的工资、奖金等收入所缴纳的地方个人所
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对从事管理、技术工
作的人员给予地方个人所得税奖励，期限5年。如，
年工资性收入10万元至30万元的人员，按其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的20%给予奖励。

琼中出台促投资
优惠奖励政策

◀上接A01版
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琼州学院附
属中学、洋浦中学、文昌市华侨中学、澄迈中学、万宁
中学18所学校志愿中，考生只能选择一个。

在第二批市县（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省农
垦中学、农垦加来高级中学以及参照市县（单位）重
点普通高中学校进行录取的其他普通高中学校，每
名考生只能选报2所学校。

第三批有五年一贯制招生的高等学校、中高职
“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班、一般
普通高中学校，设3个志愿，每名考生只能选报3所
学校。

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批录取学校的统招计划分
两段进行录取，第一段录取的计划数为该校统招计
划减去该校招生总计划5%所得部分；第二段录取
统招计划的预留部分。海南中学统招计划的预留部
分面向全省招生，不再分配到各市县（单位）。第一
段录取后，7月29日—30日上午12：00前，未被录
取的考生可以修改本批次志愿。考生须在规定时间
内凭准考证号和密码，上网自主修改或由学校指定专
人负责修改。第二段录取时以修改后的志愿为准。
未修改志愿的考生，原来所报志愿继续有效。本批次
学校指标到校生的录取工作在第二段统招计划完成
后进行。

考后估分填报志愿公安系统

清明节出行

清明节 祭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