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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2日电（记者袁宇）
今天下午，为期3天的2017中国（海
南）国际旅游地产博览会在三亚市正
式落幕。数据统计显示，本届房博会
共接待观展游客2.7万人次，意向成交
554套，意向成交金额达到4.8亿元。

本届房博会汇聚了海口、三亚、儋
州、陵水、万宁、琼海等11个市县近百
家房企组团参展。今年房博会上，三
亚周边市县房产项目依然火爆，与三亚
相邻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本次有11家房
地产项目参展，参展房型主要以公寓、
别墅等度假型为主，受到外来度假客的
欢迎。在房博会的助推下，春节期间三
亚周边市县房地产销售出现火爆场景。

我省西部市县也甄选出自身优势，
以不同于三亚周边风情的人文、黎俗、
长寿等主题，博得亮眼成绩。

尽管博览会谢幕，效果却持续发
热，目前相关参展商正在积极组织客
户实地看房。 (相关报道见A08版)

房博会3天共接待2.7万人次观展

意向成交额4.8亿元

■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胡浩 罗争光

“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完成97个重点改革任务，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还完成194个改革
任务，各方面共出台419个改革方
案，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
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2016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言简意明勾
勒出过去一年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强
劲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充分肯定了
一年来改革取得的成果。

这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勇气大刀阔斧、攻坚克难，以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智慧运
筹帷幄、总揽全局，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决心严明责任、狠抓落实，推动
全面深化改革奋力前行，积厚成势。

全面深化改革，翻过一山又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一年来，党中央统揽
全局、系统谋划、突出重
点、狠抓落实，全面深化改
革蹄疾步稳，各领域改革
向纵深推进

“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比作建造
大厦的话，头 3 年是夯基垒台、选材
备料、立柱架梁的 3 年，今年要力争
把主体框架搭建起来。这是一个重
要的阶段性目标。这个阶段性目标
达到了，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
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习近平

2016年，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
和深水区特点更加明显，改革协调推
进难度继续加大，改革落地生根任务
愈发艰巨。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政治眼
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刻把握全面深
化改革阶段性特征和各领域改革特

点，提出一系列改革新理念，始终从
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引领着改革正确
方向。

2016年元旦刚过，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重庆市，深入港口、企业考察
调研，对改革形势作出科学研判：今
年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关键意
义的一年。

明确阶段性目标，对改革走向至
关重要。

回到北京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20次会议，为全年改革把脉
开方：“把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
的改革明确标注出来，排出优先序，
重点推进，发挥好支撑作用。”

中央深改组统筹推进党的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部署的
改革任务，实现4次中央全会部署的
总计616项重点改革任务统筹谋划、
前后接续、梯次推进。各领域改革向
中心聚焦、向深处发力，呈现“大潮奔
涌逐浪高”的壮阔景象。

——经济生态领域改革抓住阻力
大、利益调整难的硬骨头持续攻坚，推
出一批标志性、关键性改革举措，努力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改革支
撑发展的动力作用逐步显现。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稳慎论
证、主动作为，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
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关键性改
革取得重要进展。

——司法领域改革大步向前推
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铺开，优化
司法职权配置等改革举措顺利推出，
司法公正对法治的保障支撑作用进
一步凸显。

——文化领域改革围绕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把牢改革方向，坚定
文化自信，推进制度创新，基础性改
革基本推出，文化创新发展的强劲势
能得以释放。

——社会领域改革聚焦民生领

域的热点难点，集中推出一批重点改
革举措，办成了一些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实事难事，带给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力
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机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
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战斗力，军队活力显著增强。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紧扣全
面从严治党，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
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等改革齐头并进、互相支撑，
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纪律检查体制
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改革任务
基本完成。

……
面对改革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

务，一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改革方案制定和改革举
措落实，科学谋划改革大棋局，改革
路线图更加清晰，改革方法论日臻
成熟。 下转A02版▶

改革，快马加鞭未下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6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述评

关注2017中国（海南）
国际旅游地产博览会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王聘钊

今天一大早，在定安县黄竹镇
白塘村委会奇石村，看到收购车已
驶到村口，贫困户吴力锋匆匆往自
家莲雾园赶。

果园里，十余株一人多高的果
树摇摆着丰满的身姿，绿叶间饱满
鲜亮的莲雾果相互簇拥，压弯了果
树纤细的枝条。

“都知道我这莲雾好。假期一
结束，收购商就坐不住了，急着上
门收果呢。”虽然一早就要开工，吴
力锋的脸上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现在正是收获莲雾最好的时候，

果实香脆清甜，节后卖价更是一路
高涨。”

“种莲雾这条路，可算是选对
了。”吴力锋介绍，从前，他靠两亩水
田和一片橡胶林谋生，整年劳碌下
来，还赚不到两千元。在村干部的
鼓励下，他砍掉了家中成片的橡胶
树，改种上了十余株莲雾。

莲雾是种娇贵的作物。为了伺
候好莲雾苗，吴力锋天天蹲守在果
园里。村干部更是隔三岔五到他家
指导，为他送上农药、有机肥，手把
手教他如何为莲雾修枝、催花、施
肥、打药。

“莲雾一丰收，可让我尝到了可
贵的幸福滋味。”吴力锋“秀”出身上
的夹克衫、长西裤和橘红色皮鞋，喜
滋滋地说：“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
年前卖莲雾赚了两千多元，给自己
买了套新衣服。”他算了算，莲雾全
部收获后，收益可达1万多元。

闲谈间，采摘工作已经完成。
吴力锋将一袋袋莲雾果送上收购
车，看着鲜红的果实，他下定决心：

“今年还要加把劲，继续增大种植规
模，争取尽早脱贫。”

（本报定城2月2日电）

定安黄竹镇白塘村贫困户吴力锋种植莲雾获得好收成

幸福滋味果中藏 脱贫路上加油干
新春走基层特别策划

贫困户里过大年

各部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坚守岗位，
保障市民游客舒心过年

春节，椰城温暖不打烊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新春时节，气候宜人的海南岛吸引了八方游客，
假日旅游进入一年的高峰期。深入基层的党员干
部、车流中指挥的交警、晨曦中清扫落叶的环卫工、
随时待命的医务人员……在阖家团圆之际，海口有
这样一批人，为了让大家欢度新年、顺利出行而坚守
着各自的岗位。“春节，我们的温暖不打烊”——他们
把这句话深深地牢记心底。

节前和节中，在海口市的农贸市场、港口码头、
福利院救助站，都留下了省市区各级领导干部忙碌
的身影，他们察民情、问民生，为保障群众过好春节
做了及时周到的部署。

春节假期，海口进出港数据创历史新高。进出
港口车辆18.28万辆次、旅客77.84万人次，车辆通
行顺畅，没有出现长时间滞留，港口及市区地面整洁
干净，获外地游客点赞。这背后离不开海口交警、志
愿者、环卫工人、医护人员们的默默付出。

在海口的各大港口和车站，随处可见身穿蓝马
甲的青年志愿者。因海口突然降温，他们为游客煮好
热腾腾的姜茶，给滞留游客提供饮用水、方便面、八宝
粥，在车流中疏导交通、引导购票，为大家送去暖心
的服务。 下转A03版▶

今日论语

2016年
完成标识脱贫20.0685万人

占年度计划 106.58%

预计 5个国定贫困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11%，比全省农村居民
收入增速快2个百分点

净减少贫困人口 19.0421万人
实现 100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去年我省完成脱贫逾20万人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卢子盈）2016年是我省脱
贫攻坚首战之年，全省上下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取得了明显成效。省扶贫
办日前向记者透露，2016年我省全
年完成标识脱贫20.0685万人，净减

少贫困人口19.0421万人，实现100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2016年以来，我省严格对照脱贫
标准线，抽调省、市县和乡镇三级机关
干部4000多人次，组成844个调查组
进村入户调查，并全面更新扶贫手册，
在综合考量“两不愁三保障”基础上精

准识别贫困户。历经三个多月，最终
核准贫困人口11.6万户47.71万人
（其中15.9万户为巩固提升人口），剔
除贫困人口1.06万户4.28万人。

我省全面精准实施帮扶政策，
增强帮扶实效。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吴力锋在采摘莲雾。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贴心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
■ 袁锋

这个春节黄金周，我省各地各部门坚守岗位，通
力合作，创新供给，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过了一个
温暖年、舒心年、满意年。

招待客人，主人的服务工作至关重要。服务贴
心，离不开默默奉献，放弃休息，舍小家顾大家，因此
有了海口“把春节当劳动节，把盒饭当年夜饭”的坚
守。服务创新，就需要丰富产品，创新玩法，因此有
了三亚旅游的新意迭出、“全面开花”。正是由于全
省上下的贴心服务、创新服务，才收获了游客的频频
点赞和由衷感谢。

本报三亚2月2日电（记者林诗婷 黄媛艳）今
年春节黄金周，度假胜地三亚呈上满意答卷：接待
游客95.73万人次，同比增长14.07%；旅游总收入
达90.64亿元，同比增长19.6%；全市过夜游客平均
花费2358.59元/人·天，旅游总收入增幅高于接待人
次增幅，实现人财双丰收。

可喜成绩，并非偶然。怡人风光、多元产品、贴
心服务、依法治旅……这座专业化的旅游城市，以创
新内核驱动发展、提升服务，用“创文巩卫”改善城市

“里外”，从景区游览、住宿购物，再到出行交通，处处
体现对市民游客的入微关怀。

今年春节，三亚旅游贺礼不断，丰富多元的产
品助力旅游转型升级：旅游铁路寻回乡愁记忆，海
上巴士串联景区与市区，水路交通网络全面升级；
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农旅融合多样“玩法”开门迎
客，八大湿地公园绿意盎然；南山、千古情、蜈支洲
岛等传统景区凭借祈福撞钟、夏威夷草裙舞节等活
动打出特色牌，旅游品质再提升……

创新供给、丰富产品，这个春节，三亚以“新”揽
客，成绩不俗：该市散团比扩大为81：19，主要景区
共接待游客50.43万人次，同比增长28.62%，收入同
比增长37.96%。其中，南山等景区达到开园来单日
入园量的历史新高， 下转A03版▶

春节黄金周
三亚揽金90多亿元
接待游客95万多人次，增长14.07%

我国居民出游
带热全球春节时间

——三大变化折射中国旅游供给侧改革发力

2月2日大年初六，在海南环岛高铁海口东站，旅客即将开始检票。当天，高铁站迎来客流高峰，环岛高铁各列
动车以及站点严把安全关口，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旅客出行舒心平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肖亚梅 摄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徐武 孙祥祥）今天上午10
时27分，满载乘客的D7315次列车缓
缓停靠在琼海站。车门一打开，站台
上顿时热闹了起来。

“请注意脚下安全，带好行李物品
……”站在车门旁，列车长陈豪边重复
着同样的话，边引导提醒乘客。在站
点停靠的约1分钟里，摩肩接踵的乘
客们，带着行李和新年喜庆，依次上下
车，继续前往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

上午10时许，记者在文昌站看
到，车站内的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
前人头攒动，候车室内坐满了候车的
乘客，排队等待过安检的乘客队伍更
是延伸到了站前广场外。

记者今日从铁路部门获悉，春节
黄金周，海南环岛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70.7万人次，日均发送10.1万人次。
其中东段发送53.4万人次，西段发送
17.3万人次。与去年春节黄金周相
比，环岛高铁发送旅客增长15.3%，东
段增长9.9%，西段增长37.3%。尤其
是2月 1日，单日发送达最高，发送
12.23万人次，同比增长24.5%。

数字背后，是一列列密集发班、上

座率高的列车。从1月20日零时起，
环岛高铁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高峰
期安排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 46
对，与旧运行图相比增加3对，动车
组开行最短间隔时间为16分钟。今
年春节，乘坐高铁探亲、出游成为一
种新时尚。

“我们除夕在婆家吃团圆饭，初二
带孩子坐高铁回文昌娘家拜年，买票
上了车，两个小时左右就到，关键是
快，坐着还舒服。”乐东媳妇林女士分
享了春节高铁出行的好心情。

为更好服务旅客，向春运交出满
意答卷，节日期间，粤海铁路组织包括
大学生志愿者等在内近3000人坚守
岗位。同时，铁路部门进一步完善车
站服务设施，改善服务环境，增加服务
项目，开展差异化服务，为老幼病残孕
等重点旅客提供更多便利，最大限度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今年春节期间海南环岛高铁
“热度”不减，亮点频现。从今年春
运开始，海南环岛高铁在全国率先
实现了 4G信号全线覆盖。记者今
天在 D7108 次列车上试验手机 4G
信号， 下转A03版▶

春节黄金周海南环岛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70万人次，同比增长15.3%

坐高铁成春节出游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