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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上午，省长刘赐贵主持召开六
届省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研究审议
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6个文
件。

会议审议通过的《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

施意见》，结合海南实际提出了完善保
险组织体系、探索开展巨灾保险试点、
优化保险业发展环境等10大方面、26
项政策措施，在海洋保险、“三农”保
险、旅游保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政策
创新，对保险工作的新目标、新任务、
新措施等进行明确和加强。

会议审议通过的《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
意见》，对发展海南现代职业教育目标
任务、教育体系、制度创新、人才培养、
服务保障共5部分25条措施进行明
确。提出立足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布局好我省初
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结构。

会议原则通过的《海南省建设用

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是贯彻
落实省委全面深化改革精神的重要举
措，也是建立土地统一交易市场、规范
土地市场管理的必然要求。明确了建
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市场及实施主
体，界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的范围，完善了土地市场交易程序和
规则， 下转A02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六届省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

研究审议《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
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6个文件

温馨提示
亲爱的游客朋友:

欢迎来到四宜三养之城——海
口！文明旅游会让您的五一假期乘
兴难忘。祝旅途愉快！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宣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张谯
星 金昌波）今天下午，由省委、省政府
主办，省委宣传部承办的“巨变——纪
念海南解放65周年图片展”正式开
展，4500多张图片展示了海南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光辉成就。
省委副书记李军致辞并宣布开

展，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主持开展
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跃兰、副
省长王路、省政协副主席陈辞、省军区

副司令员李谷建出席。
李军在致辞中回顾了海南解放和

建设发展的光辉历程。他指出，海南
解放65年来特别是建省办经济特区
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励精图治，克
服困难、艰苦创业，使海南从一个封闭
落后的边陲海岛，变成了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和建设国际旅游岛的热土。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图片展开展
李军致辞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张亚 李凡）“五一”期间，我省天
气晴热，外出活动应注意防暑降温。

5月1日-3日，受西南气流影响，
全岛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北部和西
部内陆地区午后有短时雷阵雨；最高
气温北部和西部地区 33℃-36℃，其
余地区 30℃-33℃，最低气温内陆地
区20℃-23℃，沿海地区23℃-26℃。
海口，5月1日-3日，晴间多云，24℃-
36℃，南到西南风 3 级；三亚，5 月 1
日-3日，晴间多云，26℃-33℃，南到
西南风3-4级。

“五一”期间天气晴热

本报讯 （记者李佳飞 张谯星 通
讯员海纪宣）记者29日从海口市纪委获
悉，海口市琼山区委书记王飞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海口市琼
山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孙道静涉嫌严
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海口琼山区委书记王飞、
区纪委书记孙道静
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李佳飞 彭青林）本
报大型系列报道《追寻逝去的风云》，明天将带你走进
临高角解放公园，回首65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解放大
军强行渡海，成功冲破敌人的“伯陵防线”，抢滩登陆临
高角，为解放全海南岛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面对拥有10万兵
力、50多艘军舰、30多架飞机的国民党“伯陵防线”，我
第四野战军40军1.87万名将士组成的西路军，从雷州
半岛启渡，横渡海峡，直赴临高角。与此同时，43军近
7000名将士组成的东路军也直奔澄迈县海岸。一夜
激战，17日6时许，我军东西两线部队在海口以西至
临高角一线先后全部登上海南岛，与接应部队和琼纵
胜利会师。这场被认为奠定了解放全海南岛坚实基
础的一战究竟经历了怎样惨烈的过程？我军勇士是
如何击溃敌人的防线胜利抢滩登陆的？我们的报道
将详细为您解读。 (相关报道见A04版)

登临高角 听冲锋号

本报屯城4月29日电（记者罗霞 王培琳）今年3
月，海南蔬菜价格明显回落，整体菜价在全国处于下游
水平，15种蔬菜平均零售价低于全国均价，在全国31
个省区市中排名第25位。这是记者今天从2015年海
南省常年“菜篮子”保供稳价会议上获悉的。

3月，由于市场供应充足和政府蔬菜调控措施的
显现，我省蔬菜价格明显回落，重点监测的15种蔬菜

“12降 3涨”，平均零售价为3.12元/斤，比2月下降
3.41%，比去年同期下降5.17%，降幅较大的有黄瓜、
尖椒、西红柿。从全国情况看，海南15种蔬菜平均零
售价3.12元/斤，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25名，
比全国均价的3.45元低9.86%。

当前，本地产蔬菜大量上市，省外蔬菜进岛顺畅。
我省物价部门预测，近期我省蔬菜价格有望继续保持
稳定。 (相关报道见A02版)

3月海南菜价
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 陈实

去年年底以来，我省狠抓“菜
篮子”工程，出台了一系列稳定菜
价的举措。今年一季度，海南蔬菜
价格明显回落。

菜价高是个老大难问题。而
去年年底以来仅仅几个月时间，海
南菜价就从全国中上游降到下游
水平，让居民的“菜篮子”轻松了许
多。其秘诀就在于，这一次不再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全面重视、
持续发力、综合治理。

“菜篮子”虽小，却装着民生大
承诺。下一步，我们要总结经验、
扩大战果、久久为功，让“菜篮子”
更轻松、更丰富、更营养、更安全，
让市民和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让小小“菜篮子”
托起民生大承诺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周
元 陈蔚林）今晚，纪念海南解放65周
年主题文艺晚会音乐舞蹈诗《征程》
在省歌舞剧院上演。诗歌诵、精彩歌
舞与大屏幕上的经典历史影像交相
辉映，深切缅怀为解放和建设海南付
出生命的先辈和英雄，深情讴歌海南
解放65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
了琼岛儿女不断寻梦、追梦、圆梦、再
追梦的壮丽征程。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保铭，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省政
协主席于迅，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
常委许俊、马勇霞、李秀领、孙新阳、
刘新、张琦，以及现职、在职省级领
导，省级离退休老同志，军警部队有
关负责人等到场观看了演出。

晚上8时，一声嘹亮的军号响起，
帘幕徐徐拉开，将我们带回那段如火如
歌的记忆。整台节目包括序《崇高的敬
意》、《宝岛第一春》、《南海大潮歌》、《海
南追梦行》、尾声《幸福海南》等5个篇
章，以时间为脉络，再现解放海南、垦
边、建省办经济特区、十万人才下海南、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主题文艺晚会

音乐舞蹈诗《征程》上演
罗保铭刘赐贵于迅李军观看演出

■ 本报评论员

平凡孕育伟大，劳动创造世界。明
天，全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将迎来自
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我
们向全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致以节
日的祝贺，向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生活的
美好，社会的进步，都源于平凡艰辛的
劳动。回首过去，海南从一个贫穷落
后的边陲小岛，变成得风气之先的经
济特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变

成举世瞩目的国际旅游岛，这经历深
刻的社会变革、实现辉煌跨越的历程，
无不凝聚着海南广大劳动者的智慧和
汗水。历史雄辩地证明，工人阶级和
劳动群众是推动海南社会全面进步的
根本力量。

作为全省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的
杰出代表，海南历届劳模和先进工作
者都是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和优秀人
才，他们感人至深的事迹，彰显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美，是激励我们实
现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强大的
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
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
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风尚蔚然成风。

当前，海南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省、
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时期，也处在加快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建设国际旅游
岛的黄金机遇期，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愈加凸显，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又赋
予我们重大机遇。 下转A02版▶

弘扬劳模精神 托起海南梦想

本报海口 4月 29日讯 （记者周
元 陈蔚林）“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
来，今天上午，我省四套班子成员与刚
刚赴京接受表彰、载誉归来的我省全国
劳模举行座谈会。省委书记罗保铭出
席会议并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充分发挥劳模的榜样力量，调动一切劳
动创造的积极性，奋发进取、实干攻坚，
不断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取得新进步、
迈上新台阶。

省领导于迅、许俊、孙新阳、符跃
兰、何西庆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省委
副书记李军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陈海波介绍了我省劳
模和先进工作者参加全国表彰大会的
基本情况，省农信联社理事长吴伟雄、

省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彭煜翔、
儋州市环卫局环卫工麦秀梅等三名全
国劳模代表先后发言，畅谈感受。

罗保铭在讲话中说，全国劳动模范
是我国劳动者的最高荣誉，时隔36年
后再次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召
开全国劳模表彰大会，这是党和国家对
劳模的最高礼遇。他代表省委、省人
大、省政府、省政协向获得表彰的我省
全国劳模表示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
意，同时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
劳动者致以节日的衷心问候。

罗保铭强调，习总书记在全国劳模
表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对劳模和广大劳动者的高度
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一定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充分
发挥劳动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工人
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不断推进海南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

“吴伟雄，三次获得全国劳模称号，
是个拼命三郎”、“彭煜翔，为海南本土
文化的传承和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麦秀梅，用一把扫帚扫
出了干干净净的城市面貌，扫出了精彩
人生，扫出了平凡劳动者的光荣与美
丽”……罗保铭对劳模们的故事如数家
珍，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你们背后有很
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彰显着海南的核心
价值观之美，是建设国际旅游岛宝贵的
软实力，也是实现海南科学发展、绿色

崛起最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罗保铭指出，当前海南正处于落实

中央“四个全面”重要部署的关键时期，
也面临加快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
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黄金机遇期，但海南
仍属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科学发
展、绿色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我们建
设国际旅游岛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速
度，具备健康发展的质量效益和一定的
经济规模，尤其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
弘扬劳模精神，要充分发挥劳模的榜样
力量，最大限度调动各种生产要素、调
动体制内外各方面的潜力和创造性，实
现海南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罗保铭勉励劳模代表珍惜荣誉、奋

发进取、实干攻坚、再创佳绩，要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先锋力量；要做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弄潮儿；要做法治海南建
设的推动者；要做社会新风气的引领
者。

罗保铭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
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真诚关心
关爱劳模。要大力宣传劳模先进事迹
和优秀品质，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
风。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真正成为职工之家。

我省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特邀
劳模代表、省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评
选委员会委员、省总工会班子成员等参
加了座谈。 (相关报道见A02版)

罗保铭在我省全国劳模座谈会上强调

弘扬劳模精神 发挥榜样力量
实干攻坚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迈上新台阶

于迅出席 李军主持

4月29日晚，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主题文艺晚会音乐舞蹈诗《征程》上演，图为歌舞《崇高的敬意》。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陈蔚林）由省委宣传
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的八集电视专题片《大
海记忆》，将于5月1日起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各
频道播出，以此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

《大海记忆》共分为八集，分别是第一集《解放·新
生》，第二集《南天一柱·国防前哨》，第三集《生根立业·
宝岛奉献》，第四集《了不起的事业：建省办特区》，第五
集《改革·探索》，第六集《必由之路·绿色崛起》，第七集
《国家战略：国际旅游岛》，第八集《美丽中国·海南篇
章》，每集20分钟。

据介绍，《大海记忆》摄制组历时半年，采访了海南
解放以来各个重要时期的多位历史见证者，以严谨求实
的态度和深入发掘的精神还原史实，同时运用航拍、移
动延时等多种现代电视手段，用撼人的镜头和思辨的语
言实事求是地讲述了海南解放65年来的绚烂历史。

在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大海记忆》审片会
上，评委们普遍认为，《大海记忆》对于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特区精神，团结和鼓舞全省人民为
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中国梦”海南
篇章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安排，《大海记忆》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各频
道播出时间如下：旅游卫视，5月1日-8日，每晚23：00；
三沙卫视，5月2日-9日，每晚19：30；综合频道，5月2
日-3日，每天12：50起二集连播、5月4日-5日，每天
13：10起二集连播；新闻频道，5月1日-4日，每天11：00
起二集连播；少儿频道，5月1日-8日，每天8：00。

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八集电视专题片

《大海记忆》5月1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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