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旅游住宿设施接待接待过夜游客27.15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 17533.1万元

全省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 16.27万人次

全省52家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2.84万人次
门票收入2508.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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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2版
一年来，儿童医疗资源紧张状况有

所缓解，家庭医生走入寻常百姓家；农
村教育短板正在补齐，民办学校实施分
类登记分类管理；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对农村薄
弱、小规模学校进行全面改造；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对在艰苦偏远地区和基层
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等给予特殊
倾斜政策……

2016年，湖南湘西农村的普通教师
杨豫湘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获得感。“本
来想到城里找个工作。如果以后村里的
学校条件好了，在村里教书评职称还有
优惠，就不用搬家了。”杨豫湘言语间幸
福感满满的。

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体现一个社会的
文明程度。目前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

会，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老年
人安享晚年，是2016年改革关注的重点
之一。中央深改组会议两次审议《关于
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
见》，推动出台《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着
力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老年群体多层次、
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将得以更好满足。

增进民生福祉，既有物质方面看得
见摸得着的获得感，也包括精神层面的
获得感。

“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
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在中国文

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希望，是广大文艺工作者
的根本遵循，也是文化民生的具体要求。

通过文化惠民、改善文化民生，让人
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一年
来，文化体制改革继续聚焦短板发力，以
文化扶贫助推文化小康，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向百姓免费
开放；电影公益放映提升质量，让群众不
但能“看到电影”还能“看好电影”；文化
服务更好对接百姓需求，变“政府端菜”
为“群众点菜”，获得了百姓的“点赞”。

百姓的获得感，离不开社会的公平

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
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
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
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
义，也不可能持续。

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

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
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
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这一洗雪

21年沉冤的判决，还了聂树斌及其家人
一个公道。

从案件引起社会关注，到新闻媒体
持续追踪，专家学者反复研讨，再到这块
硬骨头最终被啃下，聂树斌案被认为是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跋涉前行进程中的一
个标杆事件。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
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是抓住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关键。

过去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12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其中涉及民生
相关议题的会议就有9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民生领域文件至少有14个，涉及扶

贫、医疗、就业、教育、养老、社保等多个
方面。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
天三尺三。”

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长征路上
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彰显了共产党人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80多年后的今天，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擎改革旗帜，以披
荆斩棘的勇气、勇往直前的毅力、雷厉
风行的作风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
正坚实行走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
的大地上，辉映在老百姓的笑脸里。

今天，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
的长征路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仍然
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精神，在改革路上一往无前！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改革，快马加鞭未下鞍

春节期间，东方市阳光
明媚，温暖宜人，游客纷纷来
到海边休闲娱乐，享受美好
假期。图为来自内地的游
客在沙滩上翩翩起舞。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宗兆
宣 通讯员符发）春节期间，全省工商
系统出动4222人次下沉到市场监管
一线，查处6起涉旅案件。

1月24日至2月2日期间，我省
工商系统检查海鲜排档1827家次，旅
游景点465家次，旅游购物点533家
次，水果摊（店）4362家次，农贸市场
1288家次，网络经营户2643户次，其
他涉旅企业372家次。行政约谈涉旅
市场主体1170个次，农贸市场经营户
1288家次。责令整改场所42个，立案
查处涉旅案件6宗，罚没款15.38万元。

我省工商春节期间
查处6起涉旅案件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邓世贵）2017年春节黄金
周假期于今天落幕，记者从省旅游
客运服务中心获悉，今年春节黄金
周期间，我省共投入旅游运力2223
辆，运输游客28.4万多人次，圆满完
成春节黄金周的旅游运输保障任
务，并实现接团量、出车量、运输量
同比三增长。

据统计，今年春节黄金周，省旅
游客运服务中心共保障旅行社接团
3267个，调派旅游车9890辆次，安全
运输游客28.4万多人次，同比分别增
长3.9%、0.67%和 2.55%；共受理一
般服务质量投诉和咨询7起，投诉率
为0.21%。假期期间，我省未出现旅
行社有团无车问题，未发生旅游车甩
团、宰客等重大服务质量投诉，未发

生一起旅游运输安全事故，为广大游
客提供了安全有序、文明优质的旅游
客运服务。

春节黄金周期间，该中心还在海
口、兴隆、琼海、三亚等地，共安排由
11家公车公营旅游客运企业提供的
32辆/天的应急接驳车辆，旨在保证
旅游车辆中途抛锚或发生交通事故
后能及时调车接送旅客，7天共派出

接驳车辆167辆次，运输旅客4700
多人次。

对于今年春节黄金周我省旅游
客运调派增长的原因，该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春节期间，北方大部分省份
受雾霾和寒冷天气影响，而我省天气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非常适合户外
旅游活动。因此，今年春节假期来琼
度假休闲的游客比往年增多。

春节黄金周期间，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接团量、出车量、运输量同比三增长

平安运输游客28万多人次

本报海口2月 2日讯 （记者罗
霞）今天是春节假日的最后一天，海
南岛内市民抓紧利用节假日的尾巴
出游，主要旅游接待景区（点）热度不
减，大部分岛外游客陆续返程。

海南人游海南、自驾周边游依然
火爆，以美食、购物、文化休闲、生态
体验等特色一日游项目颇受青睐。

今天，全省进港130130人，同比
增长24.7%，出港186029人，同比增
长9.2%。其中，海口美兰机场进港
42198 人 ，同 比 增 长 16% ，出 港

43136人，同比增长5.6%；三亚凤凰
机 场 进 港 36988 人 ，同 比 增 长
22.9%，出港 35107 人，同比增长

4.4%；海口港口进港50944人，同比
增长34.4%，出港107786人，同比增
长12.4%。

在港口方面，海口秀英区组织
1065名志愿者参与新海港、南港、秀
英港的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春节返程
高峰平稳有序。海口市食药监局出
动50人次加大了对港口、码头等交
通枢纽周边餐饮单位的检查力度，
多措并举保障市民游客及返程旅客
的饮食安全。三亚汽车站、火车站
以及机场返程的游客明显增加，为
了确保游客安全有序的返程，交通
执法部门全员在岗，在重点交通路
段坚守岗位。

春节黄金周最后一天

市民节日尾巴出游 岛外游客陆续返程

◀上接A01版
除了“蓝马甲”，街头“橘黄色”的

坚守也令人感动。1月31日大年初
四，海口下起了绵延小雨。记者看到，
在码头、海滩、公园、车站，环卫工人们
身穿橘色雨衣，拿着钳子和垃圾袋冒
雨沿路清扫。据统计，春节期间，海口
环卫系统平均每天出动 1.2 万多人
次，城区内主要道路进行至少4次、小
街小巷至少3次冲洗除尘。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海口的垃
圾由平时的每天 2000 余吨突增到
3000余吨，但大街小巷依然整洁干
净。“为了消化这增加的1000多吨垃
圾，我们的环卫工加班加点，把春节当
劳动节，把盒饭当年夜饭。”海口市环
卫局相关负责人说。

另外，“白大褂”们也为大家春节
期间的安全尽心尽力。2月1日中午，
1名来自贵阳的自驾游旅客致电海口
120，说她在赶车的过程中不慎摔伤
致右前臂骨折，在医院进行石膏固
定。肢体疼痛，又担心误船，恳请使用
救护车将其送往新海港口与家人集合
过海。120中心立即启动紧急救助机
制，派出新海港临时救援点的救护车
组前往救助，第一时间顺利将该名受
伤游客送往码头与家人会合，并顺利
上船过海。

温暖是相互的。春雨中，一线人
员用坚守温暖了人们，市民游客也用
一份理解和敬意回报他们的付出。春
节期间，海口一位少年给岗亭执勤协
警敬礼的照片在朋友圈中刷屏。接受
敬礼的是海口滨海大道玉兰路口的协
警赖积芳，他说：“春节也是交警们最
忙碌的时候，选择了交警这个职业，就
意味着把假期交给了车流和公路。这
个孩子的敬礼，让我感到深深的暖意，
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可，我们的付出就
是值得的。”

“海口一直致力于打造服务型政
府，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
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节日期间用党
员干部和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指数换
来了市民游客的幸福指数。能够得到
广大市民游客的认可是我们最大的欣
慰。”海口市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春节，
椰城温暖不打烊

◀上接A01版
各市县精准识别贫困户实际情况，从产业、旅
游、就业、易地整村搬迁、生态补偿、教育、医疗
保障低保兜底和特困救助、危房改造、基础设施
建设十大方面出台扶持政策精准帮扶。

全省全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19.49亿元，
加大对扶贫的财政金融支持。我省也狠抓扶贫
专项资金支出进度，成立督导组深入市县开展
扶贫资金支出专项督导，建立资金支出进度监
督机制，全省财政专项资金支出进度达到了
98.15%。同时，临高、白沙、琼中、保亭、五指山
5个国定贫困县及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截至2016年
底，6个市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出10.02亿
元，支出进度为96.96%。

2016年机关定点扶贫单位从217个增加
到330个，全省816家民营企业募集扶贫资金
2.41亿元，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捐赠扶贫
等多种形式参与帮扶。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通
过开展“我为扶贫对象办实事”等主题活动，重
点对贫困村、贫困人口开展“六送”活动，引导贫
困户转变观念，激发内生动力，依靠自身力量实
现脱贫致富。

在各部门扶贫工作紧凑协调配合下，去年我
省紧扣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严格按照程序完成
扶贫对象的动态调整和建档立卡信息采集录入，
全年完成标识脱贫20.0685万人，占年度计划的
106.58%；实现100个贫困村脱贫出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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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省完成
脱贫逾20万人

本报海口 2月 2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陈炜森）记者今天从省公安
厅获悉，1月27日至2月2日，全省共
出动 1.1 万余警力，车辆 3500 余辆
次。共立各类刑事案件224起，同比
下降 24.6%；共受理治安案件 1149
起，同比下降19.1%；发生造成死亡的
道路交通事故10起，同比下降8.4%；
发生火灾29起，同比下降64.2%。全
省共排查矛盾隐患198起，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156起；节日期间，全省未发

生影响稳定的案（事）件。
今年春节期间，省公安厅继续实

行厅党委成员和各警种部门分片包点
督导责任工作制，厅领导和各业务部
门分赴各包点市县驻点开展督导检
查，按照同工作、同生活、同巡逻、同维
稳的“四同”工作要求，对各地重点工
作部署和责任落实、反恐怖工作、矛盾
纠纷排查稳控、旅游景区安保及群众
性聚集节庆活动的管理、公共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和加

强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参
与包点市县安保工作的研究部署，到
一线实战部门检查督导各项工作的落
实，参与基层值班执勤。

各市县公安局按照省公安厅的部
署，全面提高社会面防控等级，完善巡
逻防控“四项机制”，实行公安、武警、
特警联勤，采取社会面网格化武装巡
逻管控，增强应急处突机动力量，强化
重点部位、人员密集场所及周边区域
的巡逻防控，重点对主要路段、治安卡

点、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旅游景区以及
监管场所等重点区域和部位开展反恐
维稳、交通疏导、社会面防控及内部安
全防范等工作，确保了各项安保工作
的顺利完成。

春节期间，全省共有大型活动32
场，约有35万人参加活动，公安机关
共出动警力 3766 人次开展活动安
保；交警部门针对春节车流高峰，加
大对重点路线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和安全宣传提示，通过媒体提前公布

辖区春运期间交通信息，随时关注天
气变化，积极协调交通运输、旅游、安
全监管等部门深入辖区各旅游风景
区道路和主干道路进行全面安全检
查。春节期间，我省共输送进出岛旅
客 200 余万人次，车辆 26 万余辆
次。全省各火车站、机场、码头春运
秩序平稳，治安情况良好，未出现大
面积旅客大量滞留情况。各主干道
交通通畅，未出现多车相撞事故和长
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我省出动1.1万余警力保春节平安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张耀中）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南
公安边防总队全力抓好防范、打击、管
理、控制等多项社会面管控措施，共出动
警力8240人次，查破各类案件34起。

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口、文昌、琼

海、万宁、陵水、三亚、东方等边防支
队针对辖区景点多、春节长假旅游人
数多、举办活动多的实际情况，在景点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在游客高峰
时段，增派警力疏导秩序、控制人流、
督导景区管理单位落实监管措施。

据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我省
边防共出动警力8240人次，船艇77
艘次，车辆1461台次，查破各类案件
34起。总队各边检站严格落实24小
时查控值班制度和查控工作规范，合
理安排警力，优化通关环境，积极应对

节日客流高峰，维护正常出入境秩序，
凤凰边检站针对春节包机、专机多，航
班情况变化大的特点，主动与机场指
挥中心、公务机公司保持24小时联
系，根据航班动态及时调整勤务，确保
出入境航班边防检查工作万无一失。

春节黄金周期间出动警力8000余人次

海南边防派警力在景点24小时巡逻

春节黄金周
三亚揽金90多亿元

阳光沙滩
翩翩起舞

◀上接A01版
而传统老牌景区亚龙湾森林公园、大小洞天等景
区的接待量出现同比下滑。此外，免税购物、低空
旅游、海洋旅游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亮点纷呈，
黄金周期间，三亚国际免税城入店人数达到23.9
万人次，同比增长26.87%，营业收入达2.79亿元。

“三亚旺”还体现在媒体关注上，央视《新闻
联播》等节目纷纷报道三亚春节盛况。同时，三
亚知名度亦传播远洋。节日期间“三亚⇌曼谷”
航线正式复航，国际航空圈又增新友，在此带动
下，三亚接待进港国际旅客数同比增长94%，“洋
游客”与国内游客同享年味，成为三亚一抹佳景。

随着三亚全域旅游发展日渐深入，乡村采
摘游、自驾自助游等主题产品备受喜爱。告别
昔日亚龙湾“一枝独秀”情况，亚龙湾、海棠湾、
三亚湾、大东海各湾区“全面开花”，今年旅游饭
店平均开房率均超过70%。值得一提的是，度
假社区、特色民宿、旅游客栈等多元住宿业兴
盛，三亚为游客的“住”提供丰富选择。

“在三亚旅游舒心、放心，服务贴心、用心，
三亚各行业工作者更是好样的！”这是不少游客
对于三亚的评价。节日期间，无论是公交司机
拾金不昧，还是公安干警主动伸出援手帮换轮
胎，亦或是旅游警察以及海棠区、崖州区工作人
员帮助寻获游客走失的家人，三亚至诚服务感
动八方来客。

◀上接A01版
用手机打开网络，发现新闻网页打开的速度和
地面上几乎相同，刷微信和看视频同样通畅。
列车进入隧道，记者发现上网也“无压力”，手机
上4G信号显示依然强劲。

“这为全国其他高铁干线信号网络建设提
供了有益借鉴，更重要的是，让旅客感受到铁路
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在不断提高。”海南高
铁公司副总经理周勇说。

值得一提的是，环岛高铁西段在今年春节
长假期间悄然“走俏”。在2月1日，西段发送
量达到3.06万人次，同比增长43%，增长幅度
显著。

异地旅游过年，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
选择。春节期间，我省推出的一系列旅游活动
点燃了游客乘坐高铁出游的热情，而环岛高铁
的畅行无阻，更添旅客“说走就走”的底气，带旺
春节经济。

坐高铁成
春节出游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