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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提案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见习记者 刘梦晓

征地现场的鱼水情深，建筑现场
的热火朝天，开通现场的喜形于色
……一个个真实的镜头引人驻足；工
人放下工具走进热情的黎家，群众手
捧西瓜涌向火热的工地，动车轻盈穿
越怒放的木棉……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温暖人心。

今天上午，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
摄影书画作品展开幕现场人头攒动。穿
过寒风瑟雨，我省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
满怀热情来到这里。几个月来，他们用
手中的相机、画笔为即将“满月”的海南
环岛高铁记录了瞬间、留住了美好。

海南省国兴中学高二学生陈泽冬和
几位同学，早起从学校打车来到省博物
馆等待展览开幕，“我们也有书法作品参
选，可惜没有入选。今天特别来看看前
辈们的作品，既是参与这场盛事，也是一

次很好的学习。”
展览作品没有让他们失望。观众们

普遍认为，参展作品既有地方特色，又富
含时代气息，既有传统的继承，又有创新
的探索，极具艺术张力和审美感染力，将
建成开通的全过程用艺术的手法完整记
录下来，成为了海南文艺宝库的又一笔
巨大财富。

“653公里化作3个小时，沿线12市
县近若同城，海南环岛高铁的建成开通
是值得全省人民共同庆贺的一件幸事！”
有作品入选展览的南国都市报摄影记者

李小岗颇为感慨，“我们这一代摄影人，
有幸在海南环岛高铁建设的8年间，见
证了它开工、建设、开通、服务百姓，是多
么珍贵而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

除了268幅摄影作品，组委会还收
到参选书画作品400余幅，优中选优为
观众选取了148件作品参与展览。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吴东民说，为了筹备这次展
览，组委会在广泛征稿的同时，还组织
我省优秀书画家进行采风，让他们零距
离接触高铁建设过程中的动人事迹，感

受沿途的秀美风光，从而激发书画家们
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才情，进而挥动手中
的画笔，用笔墨抒写了发自肺腑的壮丽
诗篇。

一位年迈的观众颇为感慨：如果从
1915年海南修筑铁路开始落地操作算
起，一代又一代海南人为实现环岛高铁
之梦，已然经历了整整百年风雨。这百
年来，时光追赶着时光，人心鼓舞着人
心，力量凝聚着力量……多少青丝渐渐
化作白发，终于盼来了梦想成真的激动
时刻。

感动、震撼，温暖着参展的人们。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他们感受到的，是
团结奋进的力量，也是和谐共建的满腔
柔情。

你看，那画里，斑驳的油彩勾画出黎
家老妪沟壑交错的脸庞。她立在一堆成
熟饱满的椰果前，左手搭在前额向远方遥
望，右手边放着几个满布汗渍的安全帽。

人们都说，她在等，等待修筑高铁的
“亲人”们从工地回来，喝一口甜美的椰
汁，叙一叙深厚的乡情……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深情的讴歌 奋进的鼓点
——我省文艺工作者献礼海南环岛高铁侧记

本报海口1月 24日讯（记者陈蔚
林 见习记者刘梦晓）海南环岛高铁即将

“满月”，今天上午，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
通摄影书画作品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
幕。我省广大摄影、书法、美术界艺术家
及爱好者以400多幅优秀的艺术作品为
海南环岛高铁献礼。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宣布展览
开幕，省政协副主席赵莉莎、王应际出席
开幕式。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参展的
作品大多以环岛高铁为题材，既有地
方特色，又富含时代气息，既有传统的
继承，又有创新的探索，通过多角度对

环岛高铁及沿线风光、我省风土人情
和建设成就的赞美，表达了艺术家对
海南经济腾飞，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
起的美好愿景。

前来观展的观众普遍评价，此次展
览体现了我省文艺工作者高超的艺术功
力和表现力，展出作品极具艺术张力和
审美感染力，是海南国际旅游岛一次内
容丰富、精彩纷呈的艺术盛会，为摄影和
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场难得的观摩学习
机会。

赵莉莎认为，此次展览无疑能为海
南文化艺术发展奉献出重要的文化印
记，奏响时代强音，希望文艺工作者努力

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不断丰富海南文
化底蕴，为建设文化魅力独特的国际旅
游岛作出积极贡献。

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跨海工程筹
建办公室（铁路办）、省文联主办，省政协
书画艺术研究院、省书法家协会、省美术
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承办，省政协书画
室、海南省图片社承办。

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摄影书画作品展开幕

用镜头笔墨献上环铁“满月礼”

■ 见习记者 刘梦晓 记者 杜颖 金昌波

今天，是参加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的代表报到的日子。出席省政协六届四
次会议的委员们，也于今天陆续赶到海
口。骤降的气温和连绵的冷雨挡不住代
表、委员们的步伐，驻地宾馆里火红的欢
迎条幅更点燃了他们诉说民意、提出建
议的激情。

屯昌代表团的人大代表王太福是枫
木镇琼凯村村支书，“我想给村民们找一
个脱贫的好路子。”王太福告诉记者，村
民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但学习热
情很高。他说，如果政府能把养殖、建筑
之类的培训班开到村里面，村民们在农
闲之余就可以学习技术，增加收入来源，
改善家庭生活。

来自儋州市环卫局第一环卫队的麦
秀梅代表要诉说的是环卫工作者的心声
——“大伙每天在路面上一工作就是12
个小时，却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麦
秀梅提出，如果能在公厕或者马路边上
为环卫工人设置休息室，夏天他们可以

歇脚避暑，冬天能喝上一口热水，对他们
而言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农场工作多年的谢金元委员，这
次带来了解决华侨农场债务问题的提
案。“目前农场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无力
偿还历史债务，已影响到正常运转，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彻底
解决原华侨农场历史遗留的社保费等债
务问题。”

记者采访的不少政协委员表示，“扶
贫”成为提案关键词。例如，陶灵刚委员
提出“扶贫方式由‘漫灌’向‘滴灌’的精
准扶贫转变”；曹成伟委员提出“强化海
南农村扶贫监督管理”的提案；农工党省
委集体向大会提出了“在贫困地区建立

‘互联网+大学生回乡创业’模式”……
记者从大会提案组了解到，截至发

稿，前来报到的委员们提交了275份提
案，后续还将有更多提案向大会递交。

细雨仍在淅沥，会议的脚步越来越
近，代表和委员们的热情却有增无减，在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将共同期待着新
的发声。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省两会代表委员抵达海口

顶寒冒雨赴会 满怀期待发声

➡ 1月24日上午，海南环岛高铁
建成开通摄影书画作品展在省博物馆
开展。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本报讯（记者马珂）日前，在海南医学院附属医
院医保结算大厅，来自昌江的符建壮出示新农合参
合证件，不到5分钟，同时拿到了新农合基本医疗报
销的4万元和大病医保的报销费用1万元。据了
解，自今年1月1日起，至今我省已有37家综合医院
实现大病保险即时结报，出院结算一步搞定。

“太方便了，出院时一次性结算，省得我们再为报
销来回折腾。”符建壮说，“治疗费用一共花了10万
元，大病医保再报销后，我们自费部分是5万元，又
减少了一些负担。”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保基础上开展
的二次补偿政策，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已参加基本医
保的人员购买，个人无需额外缴费。自2014年1月
1日起，海南省所有参加基本医保的人员即可享受大
病保险政策。”省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农
合参合人员因住院及特殊病种门诊发生的大额医疗
费用，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如超出一定额度，
可按该政策再予以一定比例补偿。

目前我省共有549名新农合患者受益于这项新
规，人均大病报销3568.49元。新农合参合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两项叠加起来，大病患者在
省肿瘤医院治病可以享受37万元的最高封顶报销
额度。

我省37家医院实现
大病医保即时结报
出院结算一步搞定不折腾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许雅）海南农垦总
局已全面完成公务用车改革，取消公务用车87辆，
退回海南橡胶集团车辆15辆。目前，取消的87辆
公务车已由农垦总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封存管
理，等待拍卖。

《海南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及配套文
件日前出台，标志着海南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为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效降
低行政成本，根据海南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文
件要求，结合海南农垦实际，2015年12月，省农垦
总局出台了《海南省农垦总局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改革的机构范围为总局机关、总局工会、残
联，人员范围包括在编在岗的总局机关厅级及厅级
以下工作人员（含使用行政编制的工勤人员）。

据介绍，省农垦总局机关原有公务用车106辆
（含借用海南橡胶集团车辆），司勤人员37名。按照
《实施方案》要求，保留机要通讯、应急公务车共4
辆；参与车改的司勤人员将进行妥善安置分流。

海南农垦总局
取消公务用车87辆
全面完成公务用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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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奏

◀上接A01版
是行走于海天间的赤子，在最平凡的岗位上，收获
了最广泛的认可，也收获了最诚挚的敬意。

在全省优秀“村官”代表大合唱《咱们村官有力
量》的激昂旋律中，颁奖典礼圆满落幕。

走出会场，来自省农信社的小额信贷技术员冯本
磊心潮难平，“平日里我们常常与这些‘村官’打交道。
今天看到他们的事迹，我更深地了解到他们为农村脱
贫致富、百姓安居乐业做了多少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
事情！我会向他们学习，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省领导许俊、李秀领、孙新阳、张琦、胡光辉、符
跃兰、陈海波、何西庆、陈莉、王应际，市县委书记、市
县长，市县委组织部部长，部分省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等现场观看典礼。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部等单位指导，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向平凡中书写伟大的
“村官”致敬

◀上接A01版
要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工作机制，完善隐患排查治理
机制，推进依法治理，建立事故责任追究机制，加强
安监队伍建设，提高安全基础和能力水平。

刘赐贵要求，安全生产工作一定要抓细抓实抓
具体。各类企业要把安全生产红线作为企业的“生
死线”，树立“一失万无”意识，坚守安全底线，堵塞安
全漏洞。旅游部门要用好大数据手段，准确分析来
琼游客情况，采取针对性旅游安全措施。消防部门
和各市县要抓住高铁沿线、春节、清明节等重点区域
和时段，有针对性地采取安全监管措施，加大舆论宣
传教育力度，确保清明节前火灾事故大幅减少。

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国梁主持会议，
并对落实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省政府
秘书长陆志远出席。

省安委会2016年
第一次会议召开

■ 本报记者 刘操

今年是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主
任律师孙薇履职省政协委员第9个年
头。“做政协委员很开心，因为可以社会
焦点问题整理在会上提出，能够解决推
动社会进步就是政协委员履职的最好
表现。”孙薇说。

去年，孙薇将自己履职的焦点放在
了养老问题上。在3次实地走访了解
中，她发现，省托老院虽然硬件设施非

常好，但在运营的过程中，仍有床位空
置。此外，她还发现，附近公交不能通
达，煤气管道至今未能铺设，院外公路
无照明路灯。

“希望社会对老人多一些关爱，让
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为此，她开
始着手准备《加快推进我省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建议》提案。

为了写好提案，孙薇特意前往上
海、杭州去调研，细致了解当地经营较
好的养老机构，总结出好经验。“当地许

多民办的养老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得
到了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办得很红火。”

经过细致准备，孙薇的提案出炉，
问题直指我省目前养老服务机构严重
不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渐突
出等问题。

她还提出，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等财
政补贴政策，加大财政对经济困难老人
接受基本养老服务的补贴力度；满足多
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扎稳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基础等建议。
孙薇的认真履职得到了收效。在

办理提案的过程中，省民政厅与省财
政厅、省人社厅、省卫计委、省住建厅
等单位共同研究了这一问题。针对省
托老院公交、燃气及路灯供电等问题，
相关单位积极协商解决。目前，公交
公司已在省托老院临近道路设立了公
交车站，燃气及路灯供电等问题仍在
协调当中。

“借助今年两会的机会，我将继续

督促养老的问题，希望得到政府部门对
更多养老问题的重视。”孙薇表示将对
自己去年的提案进行跟踪，把委员的监
督工作做实、做细。

如过去8年一样，孙薇还准备了多
个新的建议提案打算在两会中提出。

“针对目前海南省美丽乡村游，希望多
一些创意的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影
响。”、“希望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
作用”……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省政协委员孙薇：

“希望社会对老人多一些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