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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点项目建设巡礼——
聚焦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栏
目今日关注以一体化建设和多项
技术创新实现环岛高铁4G网络全
覆盖。 (详见A08版)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在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家住新疆和田地区的库尔班·吐鲁
木的长女托乎提汗·库尔班回信，向
她和家人及乡亲们送上祝福，并希
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
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的
孙女如克亚木的来信，得知你年近
90身板还很硬朗，得知你们一大家
100多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我非常
高兴。

习近平指出，咱们新疆好地方，
民族团结一家亲。库尔班·吐鲁木是
新疆各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我小时
候就听说过他爱党爱国的故事，让
人十分感动。多年来，你一直坚持
你父亲爱党爱国的情怀，给后辈和
乡亲们树立了榜样。 下转A02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库尔班大叔的后人

做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早春的北京寒
意逼人，位于北京金融大街上的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办公大楼内
却温暖喜庆。1月13日上午，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宝钟在这
里敲响，宣告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网”）成功挂
牌“新三板”，成为海南国有文化企业

挂牌“新三板”第一股。股票简称：南
海网，股票代码：870080。

挂牌敲钟仪式现场气氛喜庆热
烈，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钟业昌手持系着红绸的宝锤，敲
响了南海网挂牌“新三板”的钟声。
钟业昌在致辞时说，南海网正式登陆

“新三板”，成为海南国有文化企业挂
牌“新三板”第一股，开启了海南国有

网络媒体进军资本市场的新时代，是
海南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强省建设、媒
体融合发展的一大成果、一大喜事。
南海网将充分利用抢滩“新三板”的重
大机遇，做好“海南+”“南海+”“互联
网+”的大文章，给广大投资者不断带
来“+”的回报和“+”的惊喜。

据了解，南海网是海南唯一省
级重点新闻网站，也是“海南+南海”

新闻资讯的核心供应商。1999 年
创办以来，南海网积极抢抓国家实
施“一带一路”“海洋强国”“国际旅
游岛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朝着构
建环南海区域性国际门户网站的目
标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传播力、影
响力、公信力、竞争力日益增强，发
展成集图文报道、直播、访谈、视频
新闻、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等形式为一体的全媒体矩阵，拥有
海南最大的地方新闻门户网站集
群，日均访问量峰值超过 1400 万
人次，稳居全国新闻网站第一阵
营，成为“海南新闻门户”，跻身海
南三大主流媒体之列，成为海南各
级党委、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
核心平台。 下转A08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南海网在北京敲钟挂牌“新三板”
成为海南国有文化企业第一股

今年我省将完成23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任务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
卓斌）今年我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将围绕“‘多
规合一’下最大限度简化审批”等4个方面进行。这
是记者从今天上午在海口召开的海南省政务服务工
作座谈会上获悉的。会议印发了《2017年海南省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计划》，对23项改革任务作出
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切实履
行职能，着力深化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力地
组织协调和指导服务进驻部门集中开展行政审批工
作，围绕落实“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最大限度便
民服务”要求，省级出台了32个改革文件。其中，省
级重点园区极简审批、减少审批申报材料、推行“承
诺审批制”、“五证合一”登记改革、“审批一张网”四
级联动阳光审批、交易平台大整合、政府采购全流程
电子化等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的改革工作将围绕结
合“‘多规合一’下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深化‘互联
网+政务服务’，最大限度提供便民服务”“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水平”等方面进
行，旨在通过完成23项改革任务，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形成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服务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省政协六届二十八次
主席会议召开
于迅主持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总）
今天上午，省政协六届二十八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
开。省政协主席于迅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王高海等同志辞去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请求的决
定（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关
于接受张晓川等同志请辞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委员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符史干、
李慧智省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了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草案）》。

会议同意将以上草案提请省政协六届二十一次
常委会议审议。

省政协副主席赵莉莎、史贻云、陈莉、王应际、丁
尚清、王勇，秘书长李言静出席会议。

■ 本报评论员

向崇高致敬，让感动继续！13日
晚，“感动海南”2016年度十大人物评
选结果揭晓，现场观众及万千海南民
众，在感动中再次经受了一次心灵涤
荡、灵魂净化的精神盛宴。一个个道
德楷模，一个个精神榜样，不仅感动
了世人，也让海南的道德星空愈加璀
璨夺目。“感动海南”，感动着更多的
人，感动更宽广的心灵。

真善美，需要挖掘，更需要礼赞、

倡导。当前，人们的思想认识、利益
诉求、价值取向日渐多元，理想滑坡、
信念动摇者有之，道德堕落、价值扭
曲者有之，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我们
需要进一步弘扬主旋律，筑牢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同时，近年
来，琼州大地上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崇德向善蔚然
成风，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生动事
例、一个个真善美的鲜活故事，亟需
通过合适的窗口、平台进行传扬与
礼赞。“感动海南”年度十大人物评
选活动举办5年来，不懈努力讴歌真
善美、传递正能量，“感动海南”这一

平台，在祖国南海之滨，讲述“海南
故事”、传唱“海南精神”，奏出了诠
释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
代强音。

勇于拼搏，奋力逐梦，琼中女足
以坚韧之志走出大山深处；坚守平
凡，矢志奉献，“双拐教师”曾维奋用拐

杖撑起了对教育的执着与热爱；愈老
弥坚，潜心研究，退休教授周伟民、唐
玲玲为解读“南海天书”《更路簿》踏遍
琼岛；忠心赤胆，冲锋在前，欧阳文健
将生命定格在抗洪抢险中……一个
个年度人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震撼人
心的感人事迹。 下转A08版▶

向崇高致敬 让感动继续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况昌勋 实习生陈卓斌）热烈的
掌声、会心的笑容、奔涌的泪水，都是
从内心深处流淌而出的感动。今天
晚上，“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
物颁奖典礼在海口隆重举行。周伟
民、欧阳文健、新加坡义诊团队……
一个个温热的名字，从不同角度给我
们带来同样的感动。

省委书记罗保铭为“感动人物”
颁奖，省委常委许俊、张琦，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陈海波，副省长王路，省
政协副主席丁尚清，省政府秘书长陆
志远出席颁奖典礼。

许俊在致辞中代表省委向所有
感动海南的精神楷模致敬，向所有为

“感动海南”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作出
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他说，

“感动海南”中的很多获奖人物，是我
们身边的普通人，但他们平凡中见不
凡的先进事迹，却饱含着震撼人心的
道德力量，洋溢着催人奋进的时代精
神，弘扬和传递着满满的社会正能
量，让大家看到了一个风物美而精神
更美的海南。

记者了解到，“感动海南”十大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自2012年至今已经
连续成功举办5届，成为海南挖掘身
边好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
气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2016年，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再次为善行张
帆，深入挖掘身边先进典型、凡人善
举，先后推出了45位“感动海南”年
度人物候选人和集体。

这45位候选人（集体）的身上，
集合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孝老敬

亲、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等优秀品
质。他们用美德义行诠释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友爱、诚信、执
着、奉献的人间真情，为美丽海南再
添人文之美。

在公众投票环节，45位候选人累
计收到4708727票。经评选委员会
严格评定，光荣当选“感动海南”
2016十大年度人物名单如下：解读

“南海天书”《更路簿》，为国家南海主
权提供历史证据的周伟民、唐玲玲伉

俪；在抗洪救灾中，为挽救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而牺牲的年轻战士欧阳文
健；持续8年免费为海南唇腭裂患者
手术的新加坡义诊团队；年过八旬，
仍为海南海洋生态环境奔走的候鸟
专家罗九如；靠送煤气为生，却慷慨
解囊资助高考特困生的万宁老人蔡
松庭；癌症晚期仍坚守一线岗位的“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海口排水工
人陈清琪；辞掉万元月薪工作，回老家
照顾瘫痪双亲的临高孝子王盛白；放

弃优厚待遇，坚持寻找和记录解放海
南战役历史细节的马海南；辞掉公职，
投身残疾人康复事业的定安老警察李
国超；助人为乐，每天背残疾同学到教
室上课的美德少年王小虎。

活动还对海南慈善惠民医疗团
队、海口琼山飞鹰大队、盘丽芬、杨昌
新、赵长发、龙桂娟、郑健等7个“年度
致敬奖”获得者（集体）进行了表彰。

颁奖典礼由省歌舞团团长彭煜
翔担任总导演，央视主持人欧阳夏

丹，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赵宇
瑛、罗哲主持，将人物访谈、视频短
片、颁奖仪式3个环节紧密结合，全
面展现了获奖人物身上所蕴含的震
撼灵魂的精神力量。

评选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南国都市报承办。未
能到现场观看颁奖典礼的读者，可通过
海南日报客户端、感动海南客户端、南
海网客户端观看完整的现场视频。

(更多报道见A02、A06/07版)

“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揭晓
罗保铭出席典礼并为“感动人物”颁奖

1月13日晚，“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图为出席晚会的领导和获奖人物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周元 陈蔚林

携绵绵阴雨的冷空气也难抵用
爱汇聚的暖流。今晚，海南省歌舞剧
院，“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颁
奖晚会在掌声与热泪中举行。省委
书记罗保铭来到现场，看望慰问了部
分感动海南人物并全程参加晚会，为
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颁奖。

晚会开始前，在省歌舞剧院会客
厅，罗保铭紧紧握住获奖人物代表罗
九如、周伟民、唐玲玲三位老人的手，

“你们所做的事情，闪现出来的大爱和
精神境界，和海南的绿水青山一样宝
贵，我们要好好珍惜。”罗保铭说，这些
献出爱心、作出贡献的平凡人物有大
爱、大境界，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
一笔大财富，值得全省人民学习、致
敬。海南各级党政领导都要旗帜鲜明
地为这些草根英雄、凡人善举，站台、
点赞、撑腰，更要向他们学习。

罗保铭一直关心温暖琼岛的草根
英雄和先进典型，高度重视感动海南十
大人物评选活动。五年来，他一直念兹

在兹，不仅自己多次为见义勇为、凡人
善举等事迹作出批示并带头点赞，还反
复要求各级党政领导都要第一时间坚
定地做草根英雄、先进典型的坚强后
盾，让文明道德的力量成为国际旅游岛
的主旋律，让海南不仅有生态之美，还
有人性之美、人文之美。

看到耄耋之年的周伟民、唐玲玲
夫妇双鬓鹤发、行动不便，依然为研
究《更路簿》解读“南海天书”奔波渔
村、奋笔疾书，罗保铭感动地说：“《更
路薄》是海南渔民上千年闯海生活生

存、彰显主权的历史见证，二老年岁
已大，依然为我们抢救这份上千年的
财富，非常伟大，让人敬佩！”

晚会开始，罗保铭坐在观众席
上，认真观看每一位人物事迹、聆听
每一句感人之言。其实，感动海南
2016十大年度人物都是我们身边的
平凡人，他们样貌普通，生息劳作；他
们又用一言一行播种真善美、传递正
能量，值得每个人仰视。

临近尾声，在上台为感动海南
2016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时，罗保铭

向获奖者深深地鞠躬致敬，一一握手
问好，用双手奉上奖杯。

晚会结束，掌声持续不断，罗保
铭意犹未尽。临走前，他特别肯定
了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和这次晚会的举办，点赞媒
体为凝聚社会正能量办了一件好
事，同时也叮嘱道，媒体要继续挖掘
报道草根英雄、凡人善举、美德义
行，继续办好感动海南人物评选活
动，让感动继续。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罗保铭为草根英雄站台，为凡人善举点赞

“你们的大爱如海南的绿水青山一样宝贵”

美宣布终止
古巴特殊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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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规划首次列入
国家重点专项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