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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创刊于
1950 年 5 月 7 日，2002 年
6 月，经中宣部、原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海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正 式 成
立。拥有《海南日报》《南
国都市报》《法制时报》

《证券导报》《特区文摘》、
南海网、《海岸生活》杂志
和海南省图片社五报一
网一刊一社。

2013 年、2015 年《海
南日报》入选全国“百强
报刊”。

在中国报刊广告投
放价值排行榜中，连续5
年跻身全国日报十强、
省 级 日 报 四 强 ，并 于
2015 年成功晋级省级日
报第三名。

《南国都市报》系全
国十大最具竞争力都市
报，其开展的“感动海南
十大人物评选”经过三年
培育，已成为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品
牌活动。

南海网荣获“2004-
2014 中国地方网络媒体
持 续 成 长 网 站 ”和

“2013—2014 中 国 最 具
品牌价值传媒网站”两项
荣誉。

面对新媒体的汹涌
浪潮，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正努力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构建传播新格局，朝
着全国一流党报传媒集
团的目标奋勇前进。

海口
市委市政府
发来贺信
祝贺海南日报创刊
66周年暨改版

本报海口5月6日讯
（记者单憬岗）正值《海南
日报》创刊66周年暨启动
新一轮改版之际，海口市
委、市政府向本报发来贺
信，并向本报全体同仁表
示热烈祝贺。

贺信指出，《海南日
报》创刊66年来，凝聚着
厚重，承载着光荣，书写
着辉煌，编织着梦想，生
动记录了琼岛大地的沧
桑巨变，热情讴歌了琼岛
大地的发展成就，充分发
挥了党报的喉舌、旗帜和
阵地作用。

海口市委、市政府在
贺信中由衷地感激本报
长期以来对省会海口的
关注与支持，特别是近
年来把镜头聚焦、笔尖
对准海口“双创”，先后
开设“关注海口双创”

“双创曝光台”等专栏，
跟踪报道“双创”的进展
和成效，为“双创”工作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舆 论 氛
围，为推动海口改革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
书记孙新阳表示，衷心地
希望本报再接再厉、改革
创新，不断提高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为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
起摇旗呐喊，为海口经济
社会发展加油助力，在党
的新闻事业的新征途中
再谱新篇！

比起历史上常有的出
其不意的崛起，一代一代
奋不止息的薪火相承似乎
更具铁的法则。

66年前的1950年5
月7日黎明，中国人民解
放军渡海解放海南第 7
天。在海口市新华南路临
街一幢两层小楼里，一张
张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报纸
在这里开印。

66 年后的今天，当
老报人回味那段历史，眼
中仍噙着激动的泪水，
“那是青春热血的凝结
啊”。

她的名字叫《新海南
报》，系海南日报的前身。

她从诞生的那一天
起，就与党的事业同呼吸、
共命运，历代报人与这片
热土肝胆相照、忠诚相守、
血脉相依，印证着历史传
承不二的法则。

然而，历史也确有出
人意料之处。谁也没有想
到，在66年后新媒体狂澜
奔涌，传统纸媒似乎被冷
落的时代，率先掀起传媒
融合风暴的，就是拿了一
辈子笔杆子的报人。

在创刊66周年之际，
海南日报开启了自2013
年以来的第三次改版，张
开双臂，拥抱媒体融合时
代的到来。浸润了海南日
报报人心血和忠诚，这份
拥有沉甸甸重量的报纸，
将以多维立体的改革式样
呈现给广大读者。

从这一刻起，海报将
与新媒体牵手，奔跑。

核心提示

■ 本报记者 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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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岛成长的亲历者见证者

历史总在以它铁的法则，顽强地运转
着。

1950年 5月7日，新创刊的《新海南
报》走上海口街头，被市民们以惊喜的心
情争相购买和传阅。时任海南军管会新
闻出版文教卫生部部长、《新海南报》代理
主编的李英敏，入睡仅两三个小时的他被
叫醒后，当场拍板：加印1万份。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南日报目睹了琼
岛的成长壮大，见证了她的光荣与梦想。

从海防前线到经济特区，海南在万
顷碧波的南海上崛起。海南解放的隆隆
炮声、建省办经济特区的阵阵锣鼓、波澜
壮阔的海南开发热潮、博鳌亚洲论坛发
出的亚洲声音、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火热场
景……

从“放胆发展生产力”“加速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到“一省两地”战略，从“大
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到建设国际旅游
岛，从生态立省到绿色崛起之路，从松涛
水库大项目到半个多世纪后的文昌航天
新城，海南历届党委、政府的一个个重大
战略思路、一项项重大工作部署，通过海
南日报的传递推进，化作了海南人民的成
功实践。

从李向群到甘远志，从鹦哥岭青年团
队到抗风英雄群体……一个个先进典型
的名字在海南的历史天空熠熠生辉。他
们的故事，很多是在海南日报的版面及图
片中率先鲜活起来的。

每一个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际，海南
日报报人总是冲在最前面，走向重灾区，
奔向制高点。2000年，海南遭遇百年未遇
的洪灾，海南日报记者在冲锋舟上写出一
篇篇报道；2005年“达维”台风造成我省数
十年不遇的严重灾害，停电之夜，海南日
报记者点上蜡烛写出稿件；2008年5月四
川汶川地震和2013年4月雅安地震，海南
日报第一时间飞兵入川，发回及时的报
道，为战胜灾害、维护稳定提供有力的舆
论支撑；2014年海南遭遇41年不遇的超
强台风“威马逊”袭击，海南日报记者水陆
空并进，迎暴风前行，发回一篇篇打动人
心的报道，彰显海南人民的不屈脊梁。

看海南，在大经济特区漫漫发展历程当
中，她的欢笑，她的忠诚，她的希望……都尽
情地挥洒在了这份溢满墨香的报纸上。

66岁，海南日报依旧绚烂绽放。

一心为人民的报业薪火

一张党报就是一面旗帜。66年的实
践充分表明，海南日报是地方党委重要而
优质的执政资源，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的重要力量，在促进海南事业发展和
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脚印，
都伴随着海南日报采编人员心系大局的
思考轨迹。

“海南日报是有报魂的。”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钟业昌动情地说。

——海报人的报魂是“大局”。第一

批外资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家股
份合作制企业……海南日报激情满怀地
记录着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史上许许多多
的“第一”，把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成长故
事讲给世人听。

每一个历史重要转折关头，海南日报
都能做到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风雨同
舟。特别是在人们感到迷茫和踌躇的时
候，海南日报像一个“瞭望哨”，让人们看
清了前进的方向。

——海报人的报魂是“尽职”。紧紧
围绕省委中心工作，自省第六次党代会以
来，海南日报以省委、省政府“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的重大战略思路和决策部署，
主题宣传浓墨重彩，栏目创新亮点频出，
为崛起之路营造可贵的氛围，为实践的推
动、战略的深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在每一个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际，海
南日报报人总是冲在最前面，挺进在一
线。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海
南日报记者第一时间入川，一篇《海南的
救命恩人，让我摸摸你们的脸》，打动无数
国人，夺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2014年超
强台风“威马逊”袭琼，海南日报总编辑带
队坐冲锋舟赴受灾孤岛采访，那一次，《不
屈的脊梁不沉的岛》成为注解海南抗灾精
神的名篇，获得海南新闻奖一等奖……

——海报人的报魂是“创新”。一种
“海南日报现象”，近年来在国内报业屡受
瞩目。“小省”可以办大媒体，“小省”可以
办很有影响力的媒体，海南日报在全国省
级党报中办出特色、办出影响力，具有标
本意义。

党报不吃“皇粮”——从1983年开始，
海南日报就主动申请财政“断奶”，向市场
要效益；

在全省人均占有率居全国省级党报
第一——党报发行量连续 20多年稳步
增长，全省人均自费订阅率、零售量、人
均占有率等指标多年位居全国省级党报
前列。

广告份额占本地市场份额优势凸显
———海南日报广告投放价值晋升全国
省级党报三甲。去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在全国报业效益整体下滑的严峻形势下，
集团广告额逆市上扬26%，创22年历史新
高。

新兴媒体建设发展迅猛——形成了
“六微两端一网一报（手机报）”的新媒体
基本格局，初步构建起适应媒体融合发展
的新产品和新平台。

来自“小省”的海南日报能获得这样
的快速发展，放到全国范围的报业发展来
考量，也十分具有典型意义。

省委书记罗保铭对海南日报的发展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海南日报始终
以新闻人的高度事业心、使命感，弘扬主
旋律，讴歌改革开放，拥抱真善美，为海南
解放、创业、生态立省、建省办经济特区、
建设国际旅游岛，推进科学发展、绿色崛
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所有报人也作出了
特殊的奉献。

新媒体时代下的新求索

创新，让海南日报一次次“改版”，一
次次“变脸”，一次次让读者感到焕然一
新。

这注定是报业发展史中动人心魄的
亮色，海南日报就像一支骑兵，顽强地、果
敢地从被悲观唱衰的丛林中杀出一条路
来，向世人昭示着这支队伍的勇气、智慧
和灵魂。

2016年5月6日清晨，习惯每天阅读
海南日报的广大读者欣喜地发现：“海南
日报变了，更加耐读、更加好看了！”

这一天，海南日报开启了自2013年以
来的第三次改版升级。翻开报纸，版面全
面强化了与“两微两端”、南海网的融合互
动。重点稿件的文尾均有二维码，扫二维
码可看延伸新闻；首个视频栏目“码上读”
与读者见面，扫码即可观看相关视频。

首个图表版面——“图视”与人们见
面，将新闻稿件数据化、图表化，一“图”了
然。首个航拍栏目——“瞰新闻”，运用海
南日报强大的专业航拍团队，用全新视角
记录海南之变、海南之美。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
辑吴清雄说，在信息碎片化的当下，海量
信息淹没了人们应有的主观能动性和独
立思考力。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精品
永远为人所需、为人所敬。我们追求报道
内容和报纸版式的精品化，让报纸更可读
更悦读，让舆论引导更精准。我们敬重精
品，也必将在求精中勠力前行。

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海南日报不
断发展，不断壮大，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
快、最好的时期。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为引领，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及中
央、省委关于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的精神，海南日报积极适应新的形
势，以主流价值传播为核心，以先进技术
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创新体制机
制，整合媒体资源，积极推进媒体数字化
建设，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平台、运营和管理上的深度融合发
展，由此，海南日报加快迈开了由传统报
业集团向新型传媒集团转型的步伐。

新闻采编流程重构再造，打造百万
用户级新闻客户端，24小时视频直播平
台，推动南海网新三板上市，借力资本运
作连接外部资源，全面提升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夯实融合根基，实现技术驱动融
合……如果说曾经的海南日报报人是在

“脚板底下”跑出新闻，那么今天的海南
日报报人，将以新融媒的独特优势，再铸
辉煌。

就在这一天，或许海报人自己也不知
晓，历史早以无字的形式，将海南日报这
张奋斗了66年的报纸及其精神，镌刻在了
她有字之文的背后。无字之文的报业精
神终将成为有字之文的辅读，精神与作品
相映，它必将让许许多多人读懂传承了半
个多世纪之久的，那份最真的感动……

（本报海口5月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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