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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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x-
wj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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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蔚林 实习生 李丹

“月亮落了珊瑚花开，阿哥驾船出
了海，阿妹海边把哥望，哩呀哩哩美
……”近日，随着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
的临近，大型民族原创歌剧《南海哩哩
美》的排演工作也在不断取得新进展。

该剧主演——总政歌舞团青年歌
唱家王宏伟、海政文工团青年歌唱家陈
笠笠日前飞抵海南，领衔演员团队进入
最后的冲刺阶段。9月10日上午，他们
在排练间隙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王宏伟：续写海南缘分

“我跟海南很有缘分，担任《南海
哩哩美》的男主角，算是这段缘分的续
写。”谈起海南，王宏伟总有很多话说，
各地风土人情、美食美景乃至因该剧
了解到的更路簿、哩哩美等内容都如
数家珍。

对于音乐爱好者而言，王宏伟的名
字并不陌生。这位优秀的青年歌唱家
曾经多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先后
演唱了《西部放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获得无数好评。但
鲜为人知的是，出生于新疆的他却与海
南有着深厚的渊源。

“我在北方长大，对海南的一切都
感到新鲜，还记得第一次来海南，是20
年前应邀参加椰子节演出。看到波涛
汹涌的大海，看到郁郁葱葱椰树，仿佛
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笑称当时
的自己是个“无名小卒”的王宏伟坦言，

“这样的海南对于急于改变命运的我来
说是充满诱惑力的，离开了之后也总想
找机会再来。”

机会随之而至。1996年，凭借在
椰子节上的精彩演出，颇受海南观众喜
爱的王宏伟接到了海南相关部门的邀
请，代表海南出征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
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这次
比赛无疑为他真正走进全国观众的视
野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他告诉记者，《南海哩哩美》编创团
队在创作初期曾多次深入海南各地，通
过查阅史料、歌谱和寻访民间艺人等方
式，对临高哩哩美、儋州调声、临高人偶
戏等海南艺术元素作了充分的收集整
理，又经过数易其稿和不断完善才最终
定稿。

“可以说，像《江姐》、《白毛女》经典

歌剧所应该具备的要素，《南海哩哩美》
都具备了。”王宏伟相信，观众会给《南
海哩哩美》打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数。

陈笠笠：感受海南力量

作为《南海哩哩美》的女主角，陈笠
笠与王宏伟在剧中有着大量对唱片段，
喜时羡煞旁人，悲时催人泪下。

这名同样优秀的青年歌唱家不仅
曾以《红旗颂》、《祝福你》等歌曲广为人
知，还凭借主演大型原创音乐剧《星》荣
获中国舞台艺术表演的最高奖“文华表
演奖”，与王宏伟搭档可谓达到了“1+
1>2”的舞台效果。

陈笠笠为这台歌剧倾注了真情实
感，她所扮演的人物——海南姑娘阿美
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勇敢坚贞。

“因为阿美的真、善、美，演唱时我
很容易投入角色并为之动容。陈笠笠
认为，阿美的身上承载着许多海南姑娘
特有的美好品质，能让她感受到来自这
片热土的力量。

“我还有一个发现：当地渔民唱起
哩哩美都带着自豪的神情，热爱这片大
海、热爱自己家乡的感情是由心而生
的，让人感动。”追求完美的陈笠笠告诉
记者，她将把这一发现融入日后的排练
中去。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

联袂演绎《南海哩哩美》的青年歌唱家王宏伟、陈笠笠接受本报专访

海南民歌韵味长本报成都9月 11日电（记者洪宝
光）今天上午，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
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在四川
成都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本次赛事
于9月12日至19日在四川举行，全国共
有35个代表团的2382名运动员报名参
赛，我省派出64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本届运动会共设四个赛区，分别为
主赛区成都市和分赛区绵阳、遂宁、眉
山，共设29个比赛项目。

今天下午，副省长何西庆在成都看
望了我省参加残运会的运动员，并鼓励
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友谊，赛出水平。

5月，先期比赛的特奥田径、乒乓
球、举重、羽毛球、滚球、篮球、游泳、轮滑
8个项目及运动员健康体检计划、家庭
论坛、青少年高峰会议3个非体育项目
分别在绵阳和成都赛区举行。我省共有
38名特奥运动员参加羽毛球、乒乓球、
游泳、举重、田径、篮球六个项目的比拼，
获得33金13银13铜共59枚奖牌。其
中，乒乓球项目获得12金2铜、游泳项
目获得7金2银、田径项目获得8金5银
5铜、举重项目获得5金4银2铜、篮球
项目获得1金2银1铜、羽毛球项目获得
3铜。

我省64名残疾人
运动员出战残运会

本报讯 9月11日，副省长李国梁在省规划
展览馆会见日本兵库县青年洋上大学代表团一
行。 （鲍讯）

李国梁会见日本客人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杜颖）省人大常
委会从今天起至18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保障
老年人权益为主题的执法检查。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和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若干规定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今天上午在
海口召开。

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副省长陆俊华代
表省政府所做的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一法
一规”情况的汇报，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
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相关情况。至2014
年底，全省60岁以上户籍老人人口已达125.52
万人，占总人口的13.7%；80岁以上老年人口18.4
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4.66%，标志着我省已
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今年1月1日起，我省已连续
11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后全省
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964元，农村居
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也连续5年提标，惠及63.28万
老年人。但是，随着我省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龄
事业和老龄工作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
如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普遍偏低，日间照料中心、
露天健身广场等社会养老服务设施缺失严重等。

听取汇报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东军指
出，要充分认识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
的重要意义，通过这次执法检查，查找问题，加强
监督，督促整改，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海南省实
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的修改完善提供
意见和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指出，执法检查
组成员要按照执法检查方案和今天会议上对执法
检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认真扎实开展执法活动，
着力在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取得实效。

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将组成2个执法检查小
组，分赴海口、三亚、儋州、琼海、澄迈、保亭等地开
展执法检查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执法检查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麦正华，男，1964年2月出生，海南
三亚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82年12
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地税局局长、党
组书记，省地税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省
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纪检组组长、
省财政监察特派专员办公室主任，省财
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正厅级）兼纪
检组组长，省地税局局长、党组副书记。
现任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拟任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委员、常委、
书记（正厅级），兼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工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丁 晖，男，1971年11月出生，江
苏南京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博士学位，1992 年 5 月参加工作，
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
南电视台（总台）新闻中心主任（正处
级），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省
新闻中心办公室）处长（主任），潇湘电
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湖南广播影
视集团副总经理，海南广播电视台台
长、党委副书记，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
委书记、台长，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
验区工委副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琼海市委副书记

（兼），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海南国际旅游
岛先行试验区工委副书记、管理委员会
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国际
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拟提名为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厅长人选，任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党
组书记、省版权局局长。

朱洪武，男，1971年9月出生，海南
澄迈人，黎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
学学士学位，1994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
青团海南省委常委、学少部部长、联络
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海南省委
副书记、党组成员兼省青年联合会副主
席，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
（挂职锻炼）。现任海南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纪检组组长，
拟任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
记（正厅级）。

王大辉，男，1966年2月出生，海南
琼中人，黎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5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
信息中心开发部副主任（副处级），省政
务网络服务中心副主任（副处级），省党

政综合信息网络管理中心主任（正处
级），省统计局计算中心主任兼国家统计
局海南调查总队信息技术应用处处长，
文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锻炼），临
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正处级），白沙黎
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正处
级）、县人民政府县长。现任乐东黎族自
治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拟提名
为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何 清，男，1966年8月出生，山东
成武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经济学学
士学位，经济师，1984年12月参加工作，
199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国税局局长（副处级），中
国税务报社驻海南记者站负责人，省国税
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处级），省政府
办公厅一处处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现任海南省
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拟任海南省委
组织部部务委员（试用期一年）。

邓传明，男，1961年2月出生，湖北
荆州人，汉族，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
位，高级经济师，1977年9月参加工作，
198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证券市场监管处
副处长，海口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正

处级），海口高新技术园区（海口保税
区）工委委员、海口保税区管委会、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海口市农业综合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党委书记，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经理，
海口市西海岸开发建设工作委员会书
记、管委会主任。现任海南省海口市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
副书记，拟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
组成员、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
任（试用期一年）。

符 鹏，男，1963年1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哲
学学士学位，1985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审查处助理调
研员、副处长，干部培训、知识分子工作
处副处长、干部培训处（干部培训、知识
分子工作处）调研员、干部三处（省直干
部处）调研员、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现任海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
中心）处长（主任），拟任海南省国有企业
监事会主席（试用期一年）。

李永群，男，1965年6月出生，海南
保亭人，黎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

位，1990年2月参加工作，1993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什
玲镇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政法委书记，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助
理（挂职锻炼）；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九所新区管委会主任。现任
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拟任中共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副书
记，提名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
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
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
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
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
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5年9月14日至18
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 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5年9月12日

公 告

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前奏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王玉洁）今天上
午，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2015年全省大学生村官
示范培训班正式结业，全省186名大学生村官参
加了培训。此次培训以增强大学生村官的实际工
作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目标，培养发展一批能带领
农民群众创业致富的优秀村官。

全省大学生村官
示范培训班结业

9月10日，大型民族原创歌剧《南海哩哩美》排练剧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符林杰）今天，致公党海南省委会
举办书画展、纪念大会、文艺演出等系列
活动，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

上午，致公党海南书画院成立暨作
品首展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汇集了我
省社会各界的书画艺术家以及中国致公
画院和各国各地致公党书画名家的作品
共60余幅。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王宋
大，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海南省委会主
委林方略，省政协副主席王应际出席开
幕式并参观展览。

下午，致公党海南省委会纪念中国致
公党成立90周年大会和文艺演出在海口
举行。大会全面回顾了中国致公党成立
90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了
在中共海南省委的领导下，致公党海南省
委会在自身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海
外联谊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和经验。致公
党中央副主席王珣章，省政协副主席、致
公党海南省委会主委林方略出席。

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

致公党海南省委会
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王玉
洁 通讯员林红生 田婉莹）海南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又迈新步伐。今天
上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与中阿（迪拜）技术转移中心签署合作
协议，共同建设中阿椰枣研究中心，为
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防治红棕象甲、发展
椰枣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协议

提出将把海南作为椰枣产业关键技术
示范基地。

据介绍，中阿椰枣研究中心主要由
“一个窗口、两个基地”组成，其中，宁夏

银川为中阿椰枣技术展示、培训窗口，
海南为椰枣产业关键技术示范基地，以
阿联酋为平台，逐步向中东地区23个
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转移示范。

中阿共建椰枣研究中心

海南将成椰枣产业关键技术示范基地

“支柱产业型”项目包 含旅游产业、健康养生产业等

“城市功能提升型”项目包 含海南西部中学、西部中心医院等

“城镇棚户区改造型”项目包 含那大镇19个城中村、木棠镇24个整村失地村庄棚户区改造等

“风情镇改造型”项目包 含中和古镇、兰洋温泉风情小镇等

“城市扩展型”项目包 含那大镇、白马井镇、排浦镇征地拆迁安置项目等

“五大产业项目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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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9月 11日电（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儋州
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城市，成为我省唯一入选
的市县。根据日前敲定的工作方案，儋
州将规划“五大产业项目包”，以产业带
动试点任务。

根据工作方案，该市将在2020年底
实现城镇化率60%的目标，届时20万农
业人口的生活质量将大幅提升。试点
的总体目标分两个阶段实施：城镇化率
从2013年底的51.3%提高到2017年底
的55%，到2020年底实现60%的总目
标；两阶段转移农业人口、市民化总人
数达9万人左右。儋州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也将从39.9%发展到2020年的57%
左右，总转移人口将达到19万人。

据悉，有别于传统的城镇化，新型
城镇化提出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发展
理念上，更加注重公共利益与保障均等
化制度建设上，着重解决农业人口转移
市民化后，由户籍制度带来的保障性住
房、子女入学、就业、医保、低保、社保养
老等不公平待遇问题。

以产业带动试点任务，儋州将规划
“五大产业项目包”：含旅游产业、健康
养生产业等的“支柱产业型”项目包；含
海南西部中学、西部中心医院等的“城
市功能提升型”项目包；含那大镇19个
城中村、木棠镇24个整村失地村庄棚户
区改造等的“城镇棚户区改造型”项目

包；含中和古镇、兰洋温泉风情小镇等
的“风情镇改造型”项目包；含那大镇、
白马井镇、排浦镇征地拆迁安置项目等
的“城市扩展型”项目包。

据介绍，为保障儋州实施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所需的资金，国家开发
银行、国家农发银行、省农信社所承诺的

政策性贷款额度目前已超过500亿元，
加上社会资本的进入，总额已超过600
亿元。

据初步测算，实现 60%的城镇化
率，将会影响近20万农业人口的生活质
量提升，需要创造和培育10万个就业岗
位，开发约600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
大规模地配套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
务设施，提升城市的主体功能以及近千
亿元的投资开发建设。

“这些需要是儋州再发展的内在动
力，也是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坚实
基础和改善民生、发展儋州的重大发展
机遇。”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说，实施新
型城镇化既是儋州重大的民生工程、社
会工程，也是今后5年发展的重大产业
工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工程。

儋州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工作方案

“五大产业项目包”撬动试点杠杆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单憬岗 李佳飞）

海口的乡镇农业结构多样，发展极不平衡，如何发
展好乡镇经济、推动农民致富，是历届市委市政府
高度关注的问题。昨天下午，海口市委主要领导
率队深入大坡镇、甲子镇等边远乡镇和村庄，实地
调研经济发展，针对当地资源和比较优势，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地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发展
对策。

大坡、甲子等南部乡镇是海口最偏远的地区，
调研组在深入当地调研时，面对该区域统筹城乡建
设进展较慢、城镇化水平低、镇域经济滞后、农民增
收缓慢等各种压力，提出要精心谋篇布局、多管齐
下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由过去“大水漫灌”式
的发展对策向“精准滴灌”式的精准施策转变。

大坡镇土地广阔而肥沃，森林覆盖率高，主要
种植胡椒、橡胶、柠檬、竹子等经济作物。调研组认
为，良好的生态是大坡镇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
倍加珍惜、精心呵护。例如，家畜家禽不一定养很
多，因为效益不太高，对环境生态有一定负面影响，
可大力发展高品质水果种植并推动品牌化。同时，
村庄附近要多种本地树种，结合当地的慢道建设，
借此引进和发展适合当地的生态产业和休闲产业。

甲子镇和大坡镇相邻，但两地情况相差很
大。甲子镇是海口最贫困乡镇，土壤缺水而贫瘠，
基础设施底子差，产业调整难。调研组认为，要结
合当地实际，积极抓好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发展，重点谋划一批适宜本
地的重点项目。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强调，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要持续发扬“四种精神”，做好

“双创”、生态保护、农业转型发展等工作，把更多精
力更多心思用在发展经济上，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
增收。海口将针对南部乡镇的不同区域的发展条
件和发展现状，实施精确施策、精确帮扶、精确管
理，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和现有资源条件，就制定
相应的发展对策，市、区将相应给予大力扶持。

大坡镇、甲子镇地处偏远
交通设施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海口提出
发展南部乡镇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