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符晓虹
郭冬艳）儋州、白沙、临高、海口、琼中等市县今天变更寒
冷橙色预警信号为寒冷红色预警信号后，海南省气象
台20时发布了海上大风三级预警，寒冷三级预警。

另据省气象台预报，1月28日-31日，受暖湿气流
影响，全岛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回升。

(相关报道见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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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岛阴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
小雨，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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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实习生 陈军

吊起，平移，放落……1月19日，
工程车操作员一系列熟练的动作漂
亮完成，一根12米长的钢管精准落
入水族馆与国际会议中心的指定位
置，实现全球第三家亚特兰蒂斯酒店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的两大主
体建筑成功封顶，现场响起阵阵热烈
掌声。

亚特兰蒂斯是三亚旅游“3.0”版

的代表作之一，它的顺利推进，预示了
新的一年里，随着旅游供给侧改革加
快推进，三亚旅游力争实现量质突破、
整体跃升，也标志着以旅游业为龙头
的三亚经济“3.0”版，提质增效，行稳
致远。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透
露，三亚积极创新旅游业态和旅游产
品，筹建水稻国家公园，建设稻田酒
店、农耕博物馆和稻田体验区，推广

“民宿+扶贫”模式，力促农旅融合；开

工建设国际旅游岛人才创业基地，解
决旅游业、酒店业高级管理人才居住
和创业难题；深化三亚国家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旅游标准化建
设，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创新
传统业态谋变求新

沿着天涯海角景区大门右侧的小
径一路向前，一栋洁白的弧形建筑格
外醒目，水系环绕、茂林相衬，隐秘又
浪漫。这是天涯海角今年刚投入使用
的婚礼堂。它瞄准的，正是三亚每年

高达20亿元的新兴婚庆消费市场。
“三亚旅游不改变就会落后。”三

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坦言，三亚旅游
业发展虽财丁两旺，但总体水平不高，
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和业态逐渐老化；
入境游客降幅收窄，与国际化精品旅
游城市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一组数据反映“时艰”：今年元旦
假期，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接待游客同
比下降9.15%，大小洞天景区同比下
降4.39%，南山景区同比下降1.25%，
昔日的明星景区遭遇“滑铁卢”，曾经
是度假旅游高地的亚龙湾被业态逐步
丰富的海棠湾取代。 下转A03版▶

三亚深化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

冲刺“3.0”
谋发展 开新局 2016新春市县行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6年第一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安排
部署今年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省
长、省安委会主任刘赐贵在会上强调，
要深刻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
强总理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在更高起点上全力推动我
省安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
2015年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安排

部署了2016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省安
全生产“十三五”规划》等4个文件。

2015年，我省较大事故起数和较
大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大幅下降，没有
发生重特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
总体稳定。但也存在非生产经营性事
故频发，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等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刘赐贵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李克
强总理的指示批示，对全国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为我们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工

作指明了工作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全省上下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上来，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把安全作为发
展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为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和谐、有序
的环境。

刘赐贵指出，安全生产工作关系
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社
会和谐稳定，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深刻吸取最近其他省市发生的一

系列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居安思危、每
天从零开始，以严的态度、实的作风、
硬的手段，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牢抓实抓
好。要扎实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要求，认真落实职责规定，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落实，把责任落实到各环
节、各方面和每个人身上。要突出抓好
交通、消防、危险物品、旅游、建筑施工、
海上作业、城市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
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深入开展
安全整治。 下转A02版▶

省安委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苏
乾）近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美丽乡村五
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提出到2017年，各市
县村庄垃圾治理通过国家考核验收，全省农村环境“脏
乱差”问题基本消除，建成不少于500个美丽乡村示范
点；到2020年，建成不少于1000个美丽乡村示范点，
同时建成一批乡村旅游特色民宿示范村和美丽乡村休
闲旅游度假景区。

《计划》明确我省将围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清洁家园、清洁田
园、清洁水源三大专项整治；大力推进农村生态人居、
生态经济、生态文化三大建设行动。

《计划》还明确将制定美丽乡村评定考核办法，建
立考核、问责机制，对达到美丽乡村建设标准的示范村
庄给予命名授牌，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给予每个达标
村庄不少于20万元的资金奖励，用于美丽乡村基础设
施的维护和管理，对美丽乡村创建成绩突出的市县
（区）、乡镇政府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5年将建成
1000个美丽乡村
每个达标村庄至少奖励20万元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朱和春）
从2011年到2015年，5年，只是历史长卷
里一个段落，然而就在这个段落里，海南
用浓墨重彩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华彩乐章。

为全景记录并展示海南过去5年的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海南日报组织精干力
量，精心采写制作了《华彩乐章——海南

“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特刊》。
特刊分改革篇、经济篇、民生篇、区

域篇4个篇章，共100个版面，本报将连
续4天推出，明天推出第一篇章——改
革篇（详见T01版—T24版），敬请关注。

100个版面记录展示我省
“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本报今起连续4天
推出特刊《华彩乐章》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见习记者郭萃 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符总）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于迅前往省博
物馆参观了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摄影书画作品展。

此次展出我省优秀书法、美术作品148幅，摄影作
品268件，书法作品有篆、隶、楷、行、草5种字体，美术
作品有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等，作品内容丰富，寓
意深刻，展现了环岛高铁的沿途风光和黎苗风情，获得
观展者们的称赞。

于迅在观展中指出，建设海南环岛铁路是几代海
南人的共同梦想，随着我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个梦
想终于在今天变为现实。此次展出的作品从多角度
表达了艺术家对大美海南的热爱及赞美，充分展示了
海南艺术家们良好的政治素质、文化修养和深厚的艺
术功力，同时诠释了艺术家们对海南经济腾飞的美好
愿景。

于迅强调，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于“爱国、
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努力创作出更
多蕴含文化传统的优秀作品，不断丰富海南文化底蕴，
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为推动海南经
济社会“绿色崛起”作出积极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王应际、丁尚清一同参观展览。
(相关报道见A02版)

环岛高铁建成开通
摄影书画作品展开幕
于迅参观

新华社德黑兰1月23日电（记者
陈贽 郝薇薇）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德黑兰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习近平指出，中伊友好情谊既源于
中伊两大民族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
源于两国人民困难时刻的相互扶持，
也源于两国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弥
足珍贵。当前，中伊关系发展面临新
的契机。中方始终是伊朗可以信赖的
合作伙伴，愿同伊方深化各领域合
作。中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
伴。中方愿同伊方对接发展规划，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不断推进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产能、能源等领域合作，
让中伊合作惠及两国人民，中伊友好
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
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和伊朗都是
发展中国家，两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
实践，选择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方愿
同伊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共
同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哈梅内伊表示，伊朗高度赞赏中国
取得的发展成就，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
予的支持，愿同中方将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落到实处，推动两国务实合作迈上新
台阶。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恰
逢其时。伊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
国家，愿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中国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力的国家，伊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
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平、稳定。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
见。

习近平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中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

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
今日开幕

(相关报道见A02、A05版)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陈蔚
林 周元）有一种力量，叫做忠诚；有一种
伟大，源自基层。今天晚上，“忠诚无限
《咱们村官有力量》2015寻找海南‘最美
村官’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
铭出席典礼并为获奖“村官”授牌。他在
台上发表了饱含感情的即兴讲话，向“村
官”们深深鞠躬致敬。据悉，寻找海南

“最美村官”活动遵循“德、廉、能、新、创”
5个评选标准，深入基层寻访发现了81
名候选“村官”，经多个环节严格审定，最
终确定了10名“最美村官”。

今晚的颁奖典礼全面展现了海南
“村官”肩挑风雨、情系乡村，带领乡亲创
造美好生活的先进事迹。大会主办方特
意安排了村民代表给“最美村官”颁奖，
并送上鲜花和奖杯，场面温情感人。

陵水新村镇盐尽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陈林雄带领党员干部在两年内
结对帮扶了88位困难群众。在台上，他
摸着胸口说：“作为村支书，上要对得起
党，下要对得起村民的信任，中要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为了罗葵村这个大家，保亭南林乡
罗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美娟
对自己的小家照顾得太少太少，甚至不
得不做了一个“狠心”妈妈。领奖时，她
不言悔，因为“我的小家也是这个大家庭
的一部分”。

唯一不能到场领奖的“最美村官”，是
积劳成疾、因公殉职的海口市秀英区石山
镇美岭村委会原副主任洪庆芝。女儿洪
琼代他接过这座沉甸甸的奖杯，含泪道出
了对父亲的思念和敬意：“爸爸，我会像您
一样，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人！”

这些名字同样值得铭记——琼中
红毛镇什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文进，乐东黄流镇佛老村党支部副
书记邢福甫，文昌潭牛镇大庙村党支
部书记苏子涵，琼海长坡镇福石岭村
党支部书记许书学，万宁万城镇联星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海雄，昌
江石碌镇水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林文光，澄迈老城镇罗驿村委会
副主任李运达……他们是扎根泥土里
的大树，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忠诚无限《咱们村官有力量》2015寻找海南“最美村官”颁奖典礼举行

向平凡中书写伟大的“村官”致敬
罗保铭出席并授牌

1月24日晚，海南“最美村官”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图为省委书记罗保铭为获奖的“村官”颁发奖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本报记者 周元 陈蔚林
特约记者 吴鹏

他，是省里的“大”书记；他们，是
最基层的“小”村官，在这个罕见寒潮
来袭的夜晚，出差在外的省委书记罗
保铭特意赶回海口，顾不上回家，专程
出席了“2015寻找海南‘最美村官’”
颁奖典礼。他走上舞台，向这些平日
里裤腿粘泥、脸庞淌汗的“小”村官鞠
躬致敬，称赞他们比海南的绿水青山、

蓝天碧海更美。
今晚绚烂的舞台上，李文进、邢福

甫、苏子涵、许书学、陈林雄、陈海雄、林
美娟、林文光、李运达等来自全省的9位
村官和不幸殉职的洪庆芝是当之无愧的
主角，他们在如潮的掌声中，接受组织的
肯定和群众的鲜花，这份崇高礼遇是对
他们多年奉献基层当之无愧的褒奖。

“最美村官”美在哪儿？早在
2015年10月，罗保铭在接见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忠诚无限：咱们村官有力

量》暨《寻找海南“最美村官”》活动主
创团队时，就旗帜鲜明地为这些“村
官”点赞，他说很多村干部默默奉献，
为维护政权稳定、带领百姓勤劳致富、
做好征地拆迁服务发展大局等发挥了
坚强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彰显出人
性之美、责任之美、党性之美。

没有设计也没有彩排，当罗保铭上
台为获奖“最美村官”授予奖牌时，表示

“有心里话要跟村官们说”，坦言自己深
受感动和教育。“百姓离不开他们，海南

建设国际旅游岛离不开他们，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层政权建设离不开他们”，
罗保铭饱含深情地说：“在游客眼里，海
南的青山绿水美，海南的蓝天大海美，我
相信，在广大观众和海南群众心中，我们
这些‘村官’更美！大家说是不是？”

“是！”全场应声雷动。罗保铭转
身，面朝台上的最美“村官”深深鞠躬，
将由衷的礼赞和真挚的敬意送给海南
成百上千默默奉献的“村官”。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罗保铭赞美“村官”：

你们比海南的绿水青山蓝天碧海更美
这是凛冽寒冬中令人尤感温暖的

一幕。
在昨天的“2015 寻找海南‘最美村

官’”颁奖典礼上，省委书记罗保铭向获
得殊荣的优秀村干部深深鞠躬。

这一躬，传递着对美的礼赞——获
得殊荣的优秀村干部肩挑风雨、情系乡
亲，带领乡亲织就美好生活。他们是平
凡的，但他们用孜孜不倦的拼搏，干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是普通的，但他
们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群众心里铸就
了丰碑。他们美在哪儿？与群众心贴
心，在群众心里就是最美。他们身上的
人性之美、责任之美、党性之美，彰显了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软实力。

这一躬，跃动着对奉献的感动——
正是在每一位心中装满责任的村干部，在
泥土和阳光下的辛勤付出，造就着一个个
美丽乡村，谱写着美丽中国海南篇章。没
有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爱民实干、
创业兴业、默默坚守，就没有今天海南的
政通人和、健康发展。海南感谢他们！

这一躬，彰显了鲜明的导向——对
优秀基层干部进行褒奖，是视角向下的
作风转变，体现的正是省委省政府重视
基层、大抓基层的施政导向。要把对最
美基层村干部的敬意，转化为践行“三
严三实”的动力，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基层党员干部队
伍攻坚克难的战斗力，为海南发展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作风保障。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这
一躬，浸润着深切的情感，激发前进的力
量。在“十三五”开局的关键时期，我们
要以获奖村干部为榜样，每一个基层干
部都要争做“最美”，夯实基层，打牢根
基，汇聚民心，为海南的发展筑基蓄势。

海南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