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读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经历了对购物金额、数量、品种三次调整之
后，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再次迎来全新突破。

今天上午，省铁路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
解读和落实会召开。会上对此前财政部印发的
《财政部关于将铁路离岛旅客纳入海南离岛旅
客免税购物政策适用对象范围的公告》进行了
全面解读。

该公告指出，自1月15日开始，“离岛免
税”政策适用对象将由“乘飞机离岛旅客”扩大
到“乘火车离岛旅客”。离岛时凭本人火车票、
购物凭证、身份证件等在海口火车站提货点提
取所购免税商品并携带离岛。

目前，海关已在海口火车站设立了专门的
监管机构，并将火车站的部分候车区域设置为
离岛免税隔离区，免税品经营企业在隔离区内
设置提货点，海关对隔离区出入口实施管控。
旅客经实名验票进入隔离区内候车，在提货点
凭提货凭证或相关信息提取所购免税品并携运
离岛。等候期间如确需离开，免税品需交回提
货点寄存，再次进入时凭证提取。对于移动提
货点，海关要求企业根据监管要求安装信息采
集装置，并加强现场巡查，确保监管到位。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凡年满16周岁，乘飞机或火车离岛的旅客持
有效身份证和飞机票（火车票），均可享受免税购
物政策。

调整主要是从
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政策适用对象进行调整：年满16周岁
的铁路离岛旅客凭个人离岛车票及有效身份证
件，可在海南离岛免税店（开设在机场隔离区的除
外）及其网上销售窗口购买免税商品。离岛时凭
本人火车票、购物凭证、身份证件等在海口火车站
提货点提取所购免税商品并携带离岛；

二是同一旅客在同一年度内乘飞机和乘火
车免税购物合并计算，且不得超过离岛免税政
策的额度限制规定。

乘坐火车离岛的旅客
该如何购买、提取免税品

乘火车离岛的旅客需提前购买实名制离岛
火车车票

然后凭个人离岛车票及身份证信息，在实
体免税店或其开设的网上销售窗口购买免税品

购买后，免税品由免税店先行保管，待旅客
搭乘火车离岛时，在火车站隔离区内的提货点
提取免税品并携运离岛。

乘火车离岛如何
采购和提取免税品

政策调整之后，岛外居民依然不限购物次
数，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金额不能超过16000
元，岛内居民每年可享受一次，免税购物金
额不超过8000元；同一旅客在同一年度内
乘飞机和乘火车免税购物合并计算，且不
得超过离岛免税政策的额度限制规定。

小
提
示

政策调整后
离岛免税政策覆盖面变广

对于始发站非海口火车站的离岛旅客，可
在列车经停海口车站期间，下车在免税商
店设置在列车停靠站台上的移动提货点
提取免税品，离岛免税商店验核离岛旅客
的有效身份证件和火车票等单证无误后
交付免税品

始发站在海口的旅客，凭当日车票进入火
车站的隔离区后，可在提货点提取所购免
税品，并乘火车离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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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李珂 王家隆

婴儿的名字中有“启舟”二字，为
的是感恩，感恩风雨中，那一艘仿佛从
天而降的冲锋舟。

“小何，我们来看你们了，过得好
吧？”

“挺好的！快进屋坐，快进屋坐！”
今天，儋州市中和镇农业服务中

心主任羊本星来到该镇七里村何家茂

房屋前，二人热情对话。
这是一幢平房，墙壁瓷砖和室内

外地板光洁如新。何家茂把我们让进
客厅。一位长相清秀的年轻女子，笑
盈盈地抱着小孩迎上来，落落大方地
招呼大家坐下。

胖乎乎的身子，亮晶晶的眼睛，乐
呵呵的神情……这位女子怀抱中如此
可爱的宝宝，使得屋内顿时充满欢声
笑语。

“这是我妻子符佩萱。”何家茂指
着抱孩子的女子，感慨地说，“去年水
灾中，多亏了党委、政府及时派冲锋舟
来，才保障了母子平安啊！”

何家茂回忆，2016年8月17日，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地势相对较高的
七里村，成为被洪水围困的“孤岛”。

“那天佩萱快要生了，我当时焦急
万分，给村里干部打电话求救，他们说
镇里协调冲锋舟过来。”何家茂说，村
干部和乡亲们蹚水赶到他家，一些中
老年妇女进屋帮忙照料待产孕妇。8
月17日16时16分，他妻子生下了一
个男婴，亟待医生实施剪脐带等。在
前一分钟，中和镇干部羊本星带路，儋
州市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乘冲锋舟来
到家门口。

真是天衣无缝的时间对接！一把

椅子迅速被改装成担架，符佩萱和婴
儿被抬到冲锋舟上。一路上，人们纷
纷跳到齐腰深的洪水中，众手将冲锋
舟推向前进。不到20分钟，冲锋舟就
驶到了北门江桥上。尽管洪水已漫过
桥面，但中和镇卫生院的救护车已早
早地等候在那里。

符佩萱在中和镇卫生院住了 4
天，身体恢复很快，洪水也已消退，于
是何家茂把母子接回家。

到家的第一件事，何家茂与妻子
就是给儿子起名字。风雨交加，洪水
围困，那一艘及时赶到的冲锋舟，在这
对年轻夫妻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为了感谢调派、驾驶冲锋舟来救
助我们的众多好心人，所以给孩子起
名为‘何启舟’——我们要把这种精
神、这份感恩，代代传承下去！”何家茂
夫妇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欣慰地告诉
我们，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母子身体都
很健康。

健康和美的家庭，即将迎来充满希
望的大年。看着门楣上“生意兴隆”与
客厅里“金玉满堂”的大红横幅，何家茂
说，他与父亲多年从事建筑和装修业
务，新的一年将发动村里的年轻人一起
创业，就像那艘冲锋舟一样勇往直前。

（本报那大1月13日电）

去年风雨中的危急时刻，冲锋舟带来了应急人员，宝宝才得以顺利出生——

儋州七里村“洪水宝宝”幸福成长

◀上接A01版
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
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模范。

上世纪50年代，新疆于田县农民库尔班·
吐鲁木为表达翻身得解放的感恩之情，多次想

“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受到毛泽
东主席两次接见。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库尔班
大叔”。托乎提汗是库尔班的长女，近日她的孙
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给习近平写信，代她表达
了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热爱祖国、热爱新疆、热
爱家乡的愿望。

做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

■ 本报评论员

南国，向来春早；春来，万物昭苏。
作为海南国有文化企业“新三板”第一
股、海南新闻传媒“新三板”第一股的南
海网，正式敲钟挂牌“新三板”，消息令
人振奋，意义不可小视。

南海网的挂牌，是海南推进文化体
制改革、加速媒体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
实践成果，对推动海南文化事业和海南
互联网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
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上，
必然要求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去改
造传统媒体，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
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效能制高点。举凡
中外，要实现这一探索转型，罕有不依靠
资本推动能获成功的。

海南素有集中优势资源、“小省办
大媒体”的经验，特别是随着国际旅游
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批准三沙
设地级市、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中
国最大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海南步入
发展快车道，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
日益凸显，如何相应地在全国实现信息
传播的“海南影响”和在国际实现文化
传播的“南海影响”，越发成为必须再一
次聚焦发力、改革突破的紧迫课题。在
省委宣传部的具体指导下，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注入优势资源并倾力推动南海
网上市，既是在传媒变革竞争大潮中的
果断选择，也是打造战略传播平台的担
当之举。

作为网上舆论引导“定海神针”的
全国新闻网站，其改制上市进程早在
2009 年就已经启动。但7年过去，路
途并不平坦，首批入列的只有人民网、
新华网、东方网、北方网这4家重点新

闻网站成功独立上市、赢得发展先
机。首批并未入列的南海网，紧随大
势、着眼大局，没有徘徊、极力争取，在
创造条件成熟后毅然启动计划，用短
短两年时间加速跑完挂牌之路，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将有力赢得海南文化
体制改革的收获、信息传播效力的跃
升、宣传舆论阵地的巩固和国有文化
资产的增值。

一切皆有因缘。事实上，南海网上
市的成功破题，源于它的砥砺奋进，源于
各方鼎力支持，更源于它的不凡使命。
可以说，南海网发展壮大、勇担重任的
每一步，都离不开省委、省政府对其

“主流网络媒体”功能的器重和扶持。
2006年7月28日，时任省委副书

记罗保铭极富远见地将海南新闻网更
名为南海网，并欣然题写“南海网大有
可为”的殷切寄语，要求肩负起传播海
南、传播南海、强化国民“蓝色国土”意

识的重任；2008年起，南海网历经4年
改革，推动总体营业收入逐年倍增，综
合影响力国际排名从第4万名跃升至
第2300 名，2011 年新闻影响力连续5
个月排全国省级重点新闻网站第一
名，与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并
列成为“一报一台一网”的“海南三大
主流媒体”；在全国“两会”现场，在海
南日报创刊65周年时，在慰问抗击超
强台风“威马逊”的记者时，省委书记
罗保铭不但多次接受南海网记者专
访，回应广大网民关切的热点问题，还
每每不忘亲切关爱南海网一线采编人
员，嘱咐他们做好网络新闻就要既快
又准；省长刘赐贵表示“只要有空上网
就看南海网”，并对南海网的发展和候
鸟人才网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省委
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召开部长办公会、
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等，部署南海网上
市工作。

正是因为省委、省政府的特别厚
爱和有力支持，南海网上市计划一经
启动就高开稳走、进展快速。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省委宣传部、省文资办、
省网信办、省证监局等各方均给予严
格指导和大力支持；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党委不但全程推动，还着眼长远、谋
划在前，要求南海网尽快成立南海频
道工作组，实现从“海南门户”向“南海
门户”转型，为南海网“上市后时代”打
下发展提速、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风雨兼程、励精图治的南海网，今天以
传播效力强劲、产品矩阵合理、体制机
制灵活、盈利能力充沛的崭新形象，乘
风借力、居高声远，站在了“新三板”的
资本潮头，破浪开启全新航程。

岁月闪回，来路峥嵘；万千期望，
前程锦绣。南海网必将更加自信、勇
毅、担当、苦干，在新的海天里云帆高
挂，大有可为！

好风凭借力 南海正催帆

“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的事迹直击观众心灵

倾听崇高灵魂 守望道德高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况昌勋

实习生 陈卓斌

世界本是五光十色，但他们以道
德为引，找出其中的暖色，明亮每一个
阴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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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着热烈的掌声，他们来了——从山野
田间而来，双脚沾着泥土气息；从累牍
案头而来，指尖沾着淡淡墨色；从菁菁
校园而来，脸上带着稚气笑容；从大洋
彼岸而来，心中装着桑梓情怀……

冒着细密冬雨来到现场的千余名
观众，聆听他们的故事、走近他们的人
生，向精神楷模致敬，流下感动的泪
水，让心灵得到涤荡。

爱人如己，让生命厚重

他老了，年过古稀。长年累月负
重穿行于楼宇之间，原本挺拔的身子
早已佝偻下去。只有说到自己的“事
业”，他才努力想要挺起胸膛：“我没
老，我还能干好多年！”

蔡松庭是一个五保户，收入来源
是帮别人送煤气。一罐煤气约60斤
重，每扛一罐只能得到 10元工钱。
所以，他看起来很穷：一日三餐是咸
鸭蛋配青菜，一件衬衣穿8年还不肯
丢。但是，他又出奇“富有”：去年在
《南国都市报》看到一个女孩因贫失
学，立即向报纸提供的账号汇去了1
万元。而这个孩子，只是他资助的众
多学生之一。

“看她没法上学，我心里痛。”与蔡
松庭一样，这一届“感动人物”中还有许
多人，把别人的苦痛当作自己的苦痛，
自己的快乐不吝与他人分享——

定安县公安局退休民警李国超创
办定安县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
10年间通过各种办法筹措资金，为的
是帮助当地残疾人走向社会；

海口灵山中学初二学生王小虎，
从六年级到初二年级，坚持背着罹患
小儿麻痹症的同学上学，用一个人的
双腿，走出两个人的上学路；

海南边防总队临高边防支队战
士欧阳文健，在去年的台风“电母”
中始终冲锋在前，把受灾百姓救回
来了，却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22岁……

华灯之下，英雄的父亲接受了海

南人民的敬意，英雄的战友代他回报
以庄严的军礼。厚重的生命，汇入山
川河流，最终被我们铭记。

情报桑梓，让家乡更美

一年四季在海口市区的大街小巷
清淤排污，海口市管道养护所秀英队
队长陈清琪的身上却没有污垢，只有
一名共产党员的坦荡与自信：“我是大
国小工匠，干的都是良心活。”

19年来，他一直在和下水管道打
交道，8年前被诊断患上食道癌后，仍
然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带着抗癌药
物上班，癌痛发作了就蹲在路边，吃下
一片药丸接着干。问他什么时候退居
二线，他说：“直到群众一旦有事，马上
想到找风雨中的小黄人，那就是把工
作做到家了。”

这片土地，风物美而精神更美，她

所孕育的每一个儿女都带着良善的特
质、爱乡的情怀——

年过耄耋的“南海姑娘”罗九如，
从在沙滩上拾垃圾，到撰写珊瑚保护
建议、参与联合国红树林保护专项工
程、发起三亚海鸥召回计划，最大的愿
望就是与海洋一起回到最初；

解放海南岛战役战士后人马海
南，用9年时间寻找解放海南战役的
亲历者，倾听、记录解放海南战役烽火
路上的历史细节，只因血管里流淌着
革命先辈的执着；

新加坡海南会馆组织新加坡中央
医院和唇腭裂治疗机构知名医疗专家，
每年赴海南开展为期8天的义诊，8年
来共接诊贫困唇腭裂患者800多人次，
成功实施整形手术200多例……

“我们离家多年，就只能为家乡做
这么一点事。”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潘
家海说，只要家乡人民需要，新加坡义

诊团会一直坚持下去，“让子孙后代永
远不忘这条‘根’。”

以人为镜，让感动继续

“这场颁奖典礼引人入胜，不知不
觉我已热泪盈眶。”今年的“感动人物”
中，最能引起海口市民葛平梁共鸣的
是临高县冰廉村村民王盛白。他辞去
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回到老家伺候
父母直至他们病逝。

“虽说百善孝为先，但有多少人会
真正为了父母献出事业上升期的8
年？”葛平梁说，王盛白看似应当的付
出，看似琐碎的生活，实际上是用人间
至孝为所有青年树立了榜样。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
生罗江勇是专程来见证海南大学教授
周伟民、唐玲玲领奖的。同在一方天
地生活学习，他深知，近30年来，两位

教授相互搀扶的脚步走遍了海南山
水，为梳理海南历史文化作出了巨大
贡献。

“对于两位教授来说，一屋子藏书
就是他们全部的财富。有这样‘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何
尝不是国之财富、民之幸运？”罗江勇
特别说到，两位教授用一部详细解读
《更路簿》的《南海天书》向世界宣告：
南海虽远，毫厘不让！他们用行动告
诉我们什么是民族情结，教会我们学
养应如何与灵魂一同安放。

书生力薄，却能运笔为枪；英雄迟
暮，依旧壮心不已！两位教授互相搀
扶着走向领奖台，脚步那么慢、那么
缓，却值得每一个人屏息等待，在他们
接过奖杯的瞬间致以最热烈的掌声！

今夜，向崇高致敬！明天，让感动
继续……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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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被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王路会见乌拉圭驻华大使
本报讯 1月13日，副省长王路在海口会见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一行。
（鲍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