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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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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次常务会议，回
顾总结全省“十一”黄金周工作，研
究部署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快知
识产权强省建设、规范居住证管理、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等工
作，审议通过了相关法律文件。

会议指出，今年“十一”黄金周
期间，全省旅游市场需求旺盛，供给
基本充足，运行整体平稳、安全有
序。自驾游、家庭游、度假休闲游表
现抢眼，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全域旅
游、高端旅游产品等受捧，人气旺、
亮点多，海南旅游美誉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会议要求，要认真分析解
决旅游管理和服务中的问题，进一

步完善景区、酒店和交通等旅游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假日旅游管理服
务体制机制，推动旅游服务工作再
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

会议原则通过了《海南省行政
执法规则》，对行政执法的资格、人
员、程序、文书管理、责任追究等各
环节进行明确，进一步规范行政机
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会议强调，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
进程中，依法行政是重要内容，要认
真贯彻落实“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的要求，提高行政执法水
平。全省各级行政执法人员要认真
学习落实《规则》的要求，增强规范
文明执法意识，切实解决部分领域
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

纠及执法人员法制观念不强等问
题，确保执法过程中程序规范、操作
正确、依法办事，不断提高依法行政
的能力。

为全面提升我省知识产权综合
能力，更好地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会
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发明专利授权总量达到
6500件以上，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4.5件以上，有效商标注册总量
6万件以上，海南省著名商标350件
以上；并实现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加速
提升，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显著增强，
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进一步改善，知识
产权管理能力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服

务业加快发展。会议要求，各有关部
门要围绕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进一步
提高认识、明确责任、细化工作，结合
实际把《实施意见》落实好，为知识产
权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

会议指出，审议通过《海南省居
住证实施办法（试行）》，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要求，对规范和推进全省居
住证制度的全面实施，建立科学有
效的服务管理机制，保障居住证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相
关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

会议研究了《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
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意见（送
审稿）》，拟提请省委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审议《海南省行政执法规则》等文件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谢琛）省旅游委新闻发布
会今天通报，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海南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全省接待
游客量、旅游总收入双双创下新高，
全省七天接待游客超过 350 万人
次，同比增长99%以上。

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全省
共接待游客350.28万人次，同比增
长99.08%；旅游总收入51.04亿元，

同比增长43.13%；其中，接待过夜
游 客 143.50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0.91%；接待一日游游客206.78万
人次，同比增长211.74%；乡村旅游
接 待 100.1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0.69%。两家免税店接待总人数
13.65万人次，同比增长5.49%；销售
收 入 15626.53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1.40%。

全省进港543972人，同比增长

23.23%，出港518751人，同比增长
18.69%；全省进港车辆35632辆，同
比增长 43.03%，出港车辆 32430
辆，同比增长35.22%。

海口市接待游客 70.68 万人
次，旅游收入84362.36 万元；三亚
市接待游客61.23 万人次，旅游收
入 32.07 亿元；琼海市接待游客
32.68万人次，旅游收入29404.5万
元。 (更多报道见A02版)

国庆黄金周海南接待量总收入均创新高

全省接待游客量增长超九成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记者罗霞 通讯员谢
琛）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获悉，为进一步提升海南在
国内外知名度、美誉度，省旅游委今年第四季度还将
开展系列旅游促销活动等。

在八九月份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省旅游委共开
展36项“走出去”“请进来”促销活动，以及在我省
各主要客源国家及地区、国内各大中城市投放大
规模海南旅游广告。近期，省旅游委还将赴泰国、
越南、老挝、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
旅游促销。

据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我省接待国内游客
30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95%，接待境外游客
44.26万人次，同比增长16.41%。

我省密集举行
旅游推介活动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王天巍 郭冬艳）记者今天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年第19号
台风“艾利”9日-10日将在南海北部
海面徘徊少动，最强可达台风级（12
级，33-35米/秒）。台风“艾利”可能
于12日在琼岛东部沿海登陆或擦过
（7-8级，热带低压到热带风暴级），也
有可能在琼岛东部海面减弱消失。

今明两天“艾利”
仍在南海北部

本报椰林10月8日电（见习记者许世立 通讯
员黄艳艳）今天上午，一曲高昂的黎族山调从吊罗山
脉深处传来。大里重阳登山观瀑游旅游推介活动暨
大里全域旅游品牌发布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
镇大里区举行，九大主题活动、六大特色产品以及大
里的民俗风情首次集中向外界展示。

活动现场，“展新颜”“汇珍品”“黎家宴”等九大
主题活动，让游客应接不暇。“小妹红”、山间益智、小
米红、山间灵芝、月牙古茶、山间野蜜等特色产品吸
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被誉为“梦幻桃源 世外黎乡”的大里，位于陵水
本号镇北部山区，四面环山，地处吊罗山山脉与牛岭
山脉的交界，是我国极为珍稀的原始热带雨林区之
一。由于远离城区，山路盘旋，一直未被开发，村民
生活水平不高，是陵水有名的“贫困乡”。

近年来，陵水社会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了
让发展成果普惠更多百姓，尤其是边远山区人民，陵
水谋划了以旅游促扶贫的计划。大里作为陵水发展

“全域旅游”的扶贫示范点，将扛起重任。
据悉，陵水将整合大里的特色旅游资源，以吊罗

山、本号镇北部为“面”，将吊罗山森林公园、小妹水
库、大里瀑布等“点”串联成为集山地运动、旅游探
险、休闲养生于一体的陵水北部百瀑雨林旅游，全力
打造大里黎乡瀑布旅游品牌。

才半年左右时间，平整的水泥路面、美丽的村民
公园、方便的观瀑步道、精致的房屋立面，以及大量
黎族特色的手工艺品，今天集中展现在游客面前。

“以旅游解决大里村民就业和收入问题，既实现
全域旅游发展，又实现民生改善，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陵水黎族自治县县长杨文平在开幕式上说。

(相关报道见A05版)

陵水打造大里“全域旅游”
扶贫示范点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周
晓梦）日前，省政府发布《关于划定海
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
积 11535 平方公里，占陆域面积
33.5%，划定近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
总面积8316.6平方公里，占海南岛近
岸海域总面积35.1%。

《通告》中明确：除经依法批准的国
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项目、
生态保护与修复类项目建设；农村居民
生活点、农（林）场场部（队）及其居民在
不扩大现有用地规模前提下进行生产
生活设施改造等两个情形外，Ⅰ类生态
保护红线区内禁止各类开发建设活
动。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禁止工业、
矿产资源开发、商品房建设、规模化养
殖及其它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建设
项目。确需在Ⅱ类红线区内进行开发
建设活动的，应当符合省和市县总体规
划。此外，可登录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门户网站（www.hnsthb.gov.cn)查
询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具体坐标和范围。

我省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记者许春媚）今天上
午，蒙牛乳业与首都航空合作推出的“蒙牛号”主题
飞机由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首航，飞往呼和浩特。

首航仪式上，记者看到，一架空客A320被打造
成“空中牛奶生活体验馆”，不仅机身有蒙牛主题的
涂装，内部也随处可见奶牛花纹、精美的牧场油画和
憨态呆萌的蒙小牛。乘客们不仅可以了解蒙牛的发
展史，还能学到有用的牛奶小知识。

首都航空“蒙牛号”
主题飞机海口首航

《黎族家园》在省歌舞剧院汇报演出场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林敏）载誉荣归，再现民
族歌舞精品。今晚，由省委宣传部指
导，省民宗委、省文体厅、海口市政府
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金奖剧目汇报演出——大型原创歌
舞诗《黎族家园》”在省歌舞剧院上
演。7日、8日两晚的演出让海南观众
得以再次领略这部金奖剧目的风采。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保铭，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许
俊、孙新阳、胡光辉等省领导，以及部
分省级离退休老同志8日到场观看了
演出。

8日演出开始前，《黎族家园》剧
组受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的通报表扬，并受到省委宣传部、海口
市委市政府的嘉奖。

伴随着一曲悠扬的鼻箫演奏，歌舞
诗《黎族家园》在极具黎族传统特色的
场景中拉开序幕。演员们时而铿锵有
力的跳跃，时而优美柔缓的舞姿为观众
们展示了世世代代黎族同胞们的精神
风貌与民族特色，以舞蹈表现“诗”的意
境。舞台上，利用投影技术呈现的光影

婆娑的芭蕉叶、变幻多姿的黎锦图腾等
引人入胜。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黎族
歌舞，观众们还能够在舞台上看到黎
族制陶、织锦等非遗项目的展示。

歌舞诗《黎族家园》共分序幕《啊！
袍隆扣》、上篇《苍穹》、中篇《厚土》、下
篇《家园》以及尾声《啊，小帕曼》5个篇
章，层层递进，描绘了黎家儿女的劳动、
生活、爱情等多个场景。

《黎族家园》由海口市演艺有限公
司（海口市艺术团）创作演出，2015年
正式创作排练，并于今年8月在海口
公演。在今年8月16日至9月14日，
由国家民委、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
该剧目代表海南省，从35个代表团的
43台剧目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剧
目金奖”和“最佳舞台美术奖”，其高品
质的创作与演出获得了不少国内文艺
界专家的好评。据了解，此次“夺金”
后在海口汇报演出，该剧在灯光、投影
等方面进行了提升，每一段舞蹈在复
排中也进行了一番精雕细琢。

(相关报道见A03版)

歌舞诗《黎族家园》载誉荣归汇报演出
罗保铭李军观看演出

本报海口10月 8日讯 （记者
周元）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
海口会见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一行。

罗保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
健林一行来琼考察项目、洽谈合作
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海南省
情。他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
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近年来，海南凭
借独特的资源、区位、政策优势，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国家
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特

别是全省各级干部以“五加二”“白
加黑”“马上就办”的作风新常态，在
西环高铁、博鳌机场等重大项目建
设中不断刷新“海南速度”、彰扬“海
南精神”，为海南持续健康发展、绿
色崛起提供了强大动力。

罗保铭表示，万达集团作为世
界五百强的综合性知名跨国企业
集团、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
榜样，展现了中国自信、中国实
力，是海南十分看重的合作对象。
希望万达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投身海南建设，把更多符合海南长
远发展的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布局
到海南。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创
造更优环境，提供更好服务，支持
万达集团在琼项目建设，实现共
赢发展。

王健林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
长期以来对万达集团在琼项目建设
的重视与支持。在简要介绍万达集
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后，王健林表
示，近年来海南发展日新月异，离不
开坚强的作风保障，特别在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全省上下依
然保持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更显可
贵，这让万达集团更加坚定了与海
南合作的信心。希望双方乘势而
上，在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展更多务
实合作，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作
出新的贡献。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
阳，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政
府办公厅、省旅游委、省文体厅、省
国土厅、省住建厅等相关负责人参
加会见。

罗保铭会见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一行

中国航天指标三分之一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穹平

民之精魂，文以化之；国之自信，
文以铸之。

就在这短短一个月里，大型歌舞
诗《黎族家园》刚刚斩获全国少数民
族文艺会演剧目金奖，在艺术交融之
间呈现出黎族先民数千年来的奋斗
史诗、远年图腾；舞动京津、载誉归来

的民族舞剧《东坡海南》又在海口进
行惠民汇报展演，描摹900多年前一
代文豪苏轼来海南弘文劝农时满眼
里的春幡春胜、杨花似雪；新编琼剧

《海瑞》正整装待发角逐“文华大奖”，
向世人传述 500 多年前一代廉吏海
瑞的清忠高义、原乡情怀；大型电视
连续剧《天涯浴血》继央视之后又登
陆广东卫视，再现 90 年前琼崖革命
开创“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血火历
程、不朽功勋；人文纪录片《海南“丝

路”正扬帆》也同时在央视首播，激励
人们在 21 世纪海上丝路上破浪前
行、勇开新局……文脉绵劲、力作迭
出、品类丰盛、繁花似锦，这就是近年
来海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剖
面、一帧缩影。

春华秋实，更知因缘际会。近年
来，省委、省政府对厘正文化坐标、激
扬文化力量、参与文化竞争的深沉思
考和大力实践，促成今日海南文化发
展的百花竞放、争奇斗艳；对未来海南

而言，这也仍将是紧迫的时代命题、繁
重的治理实践和庄严的历史责任。

增强文化自觉的战略选择

自古“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如何认识文化，
决定了如何对待文化、发展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国民
的诗意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
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因而，“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需要以中
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地方、一个时代，重视文化、发展文化
的，往往就国富民康、长治久安；轻慢
文化、糟蹋文化的，往往就精神萎顿、
兴亡皆忽。 下转A03版▶

海南文化自信的丰硕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