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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人民日报海口11月18日电（记

者陈伟光 丁汀）海南省海口市，熙熙
攘攘的动车站南侧，今年突然冒出一
块上万平方米的八级梯田湿地，而原
先，这里是一片垃圾场。湿地之变，折
射出一个决心——“海南的生态环境
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必须以更
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坚决态度坚持不
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只能更好，前提是划定并严
守生态红线。2015年以来，海南在全
国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确

定将全省陆域面积的1/3、中部生态
核心区陆域面积六成以上，划为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

该有湿地的地方就修复湿地，该是
植物天堂就应尊重自然。海南决定，5
年内对生态环境脆弱的核心区，南渡
江、万泉河、昌化江三大源头和水源保
护地、公益林保护区、热带雨林保护区、
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居民实施生态搬迁。

生态只能更好，最大保障是法治护
航。纵贯南北的美舍河是海口的母亲
河。今年9月《海口市美舍河保护管理规
定》出台，规范保护范围、内容和有关法律
责任，开海南立法保护城市内河的先河。

生态只能更好，最终靠完善制度建
设。海南中部生态核心保护区早在
2014年就已取消GDP考核，今年召开
的海南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决定将此经验
在全省逐步推开，引导干部“树立新型政
绩观”。此外，海南还划出操作性极强
的“硬杠杠”，如“永久停止中部生态核
心区开发新建外销房地产项目”等。

海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海南要
立足中央对海南的战略定位，因地制宜
大胆探索，标本兼治以求长效，尽快把
海南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原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
19日1版）

《人民日报》头版点赞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实打实守红线，硬杠杠筑底线

海南：生态只能更好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周静泊）11月
17日，在江苏盐城举行的中国全媒体新生态高端论坛
上，观媒研究院发布了“党的十九大报道·主流媒体传
播力榜单”，南海网获评“最具影响力媒体”。

在论坛上发布了“党的十九大报道·主流媒体传播
力榜单”，南海网、千龙网、浙江在线、东南网、红网、东
方网、东北网、北方网、齐鲁网和山西新闻网获得“最具
影响力媒体”称号。

据观媒研究院负责人介绍，本次传播力榜单由内
容大数据公司凡闻科技提供了全网基础监测数据，观
媒研究院结合各大媒体报道期间推出的策划、专栏、专
题、特稿进行了权重配比，最终推出相关榜单。

据了解，为了做好党的十九大报道，南海网通过内
容和技术创新，实现PC、APP、微信微博等全平台的传
播声势。党的十九大期间，南海网陆续在PC端和移
动端推出一系列重磅专题和轻松、活泼、动感、接地气
的H5新媒体产品。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南海网与海南省委宣传部联手打造海南省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网上学校，定位突出政治
性、思想性、理论性、实用性。今后，南海网将陆续推出
系列H5新产品和V视频，为广大手机用户及时“端”上
我省各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生动场景和亮点。

“党的十九大报道·主流媒体传播力
榜单”出炉

南海网获评
“最具影响力媒体”

距2017中国

还有1919 天

（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罗轶
奇）记者从11月17日举行的全省花卉
产业工作会议暨花卉技术培训班上获
悉，我省持续大力推广热带花卉产业发
展，2016年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12.8
万亩，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预计
今年新增花卉苗木种植面积3700亩，
花卉苗木年总产值可达到23.1亿元。

海南作为热带岛屿省份，发展热
带花卉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
来我省大力推进热带花卉产业发展，
花卉产业也从最初的种植延伸到观
赏、销售以及加工食品等领域。随着
种植规模和销售市场的扩大，我省花
卉产业的经济效益辐射面也在扩大，
全省从事花卉企业及相关行业人员已
达到2.61万人。

省花卉协会会长余长龙介绍，我
省花卉种植近年来取得较大突破。推
进了花卉标准化制定进度，目前全省
已经有部分花卉企业制定了龟背新切
叶、三角梅盆栽生产等技术规程12
项，花卉企业标准及散尾葵企业等3
项行业标准。还有部分企业从国外引
进的三角梅、蝴蝶兰、石斛兰等花卉的
新品种试种成功，完全掌握了大规模
繁殖技术。

我省今年新增花卉苗木
种植面积3700亩
预计年总产值可达23.1亿元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黄立明

母亲应该为孩子做什么？妻子
应该为丈夫做什么？媳妇应该为长
辈做什么？

一位平凡的海南妇女用二十多年
如一日的无言行动，回答了这一串追问。

11月17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三道镇三弓村委会新建村村

民高妹香获“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为有这样的
好妻子而感到无比的骄傲。”高妹香
的丈夫邱昌华动情地说。

在新建小学当老师的邱昌华接
到了很多同事们的祝贺，“恭喜你啊，
你妻子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你真
有福气！”面对同事们的祝贺，他笑得
合不拢嘴。

过日子精打细算，照顾老人一丝

不苟，打理家庭井井有条，这是高妹
香在村里的口碑。“20多年来，她家
有3位老人，3个孩子。老人年纪最
大的98岁，她的公公去世之后家里
还有两个老人。老人们生活不能自
理，她给老人喂饭、洗衣、翻身、洗澡，
这么多年来没有一句怨言，真的很孝
顺。”村民盆桂英感叹地说。

不仅对老人孝顺，她将家人与孩
子的生活也打理得井井有条。“一个
家培养出了3名大学生，这对于当地
苗族同胞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
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个家庭荣获
全国‘五好家庭’荣誉称号。”三道镇
党委书记王书军说。

“这么多年，她把家里老人放在心
里。我这个当儿子的，自愧不如。”邱

昌华说，外出时，妻子也会把家里所有
需要用到的东西安置妥当后才出门。

11月12日，高妹香准备去北京开
会。她出发前所作的一切，小女儿邱
雪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妈妈把奶
奶、曾祖母的脏衣服、床单、被罩全部
洗干净，家里的菜买齐，还给我爸爸留
了1000元现金。”最让邱雪苗记忆深
刻的是，高妹香把两位老人每天需要的
衣服按照每天一套的顺序，整齐地摆放
在一个干净的纸箱子里，“这是她看了
天气预报后准备的，我妈妈真的很细
心，她是我们的榜样。”邱雪苗说。

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担子重，以
前，高妹香的家庭收入主要靠种家里
3亩多地。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她积极参加每年镇里举办的农业科

技培训，积极学习种植技术。2005
年，她在自家自留地开荒种植了400
株龙眼、300株槟榔和 20亩橡胶。
如今，高妹香用双手给家人挣来了好
日子。

“能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这是给我的一个鼓励，其实这些
都是我应该做的。孝顺老人，照顾孩
子、丈夫，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简
单、很平凡，我还会这样继续做下去，
让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高妹香在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语言朴实真挚，
她虽身在北京，但一直挂念着家里的
老人孩子。

高妹香用温柔的坚守诠释着生
活的真谛，亲情似海，深沉无声。

（本报保城11月19日电）

保亭新建村村民高妹香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亲情似海托起平凡之家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邵
长春）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可再生
能源协会二届二次理事会暨 2017
年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光伏发
电应用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实现
了我省光伏发电在渔业领域“零”的
突破，建成第一个兆瓦级农业大棚
项目；在脱贫攻坚方面，今年我省实
施光伏扶贫的市县也已增加到了16
个，光伏扶贫已成为我省产业扶贫
重要措施。

今年以来，光伏扶贫工作取得新
进展，目前我省实施光伏扶贫的市县
已增加到16个，已经建成的、正在实
施的和计划今年底前建成的光伏扶贫
项目装机总容量为33015.1千瓦，新
增光伏扶贫受益贫困户 5740 户约
2.23万人，显示光伏扶贫已经成为我
省大多数市县政府推进脱贫攻坚的重
要抓手和产业扶贫重要措施。

同时，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也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今年预计建设
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将超过60个，投
资额近3亿元。目前三亚、海口等市
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正在稳步推
进中。

我国光伏发电在应用端市场规模
扩充强劲。今年初，省发改委批复备案
了一批光伏发电项目，极大地激发了
新能源企业建设光伏发电的积极性。

我省今年光伏扶贫
市县增至16个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田垄上“躺”着绿油油的地瓜
苗，松散贫瘠的沙土经不起重压，轻
轻一踩便能留下痕迹……昨天早
晨，熟悉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的刘
迪再次回到村里，仔细观察着种苗
的生长情况。刘迪，这位毕业于中
国农业科学院的女博士，已连续9
年率领课题组在沙土村等地进行技
术攻坚，为海南地瓜育种技术研究
及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实，我们主要工作所涉及
的科研原理并不复杂，即选取每株
地瓜种苗中含病毒量最少的茎尖
进行组织培养，以育出大批量性状
不变异、不退化、不老化的健康种
苗供农民种植。”刘迪告诉记者，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想做到这点并
不容易，需要科研人员反复试验并
收集大量检测数据进行比对、研
究。

于是，这个不分早晚、无论刮风
下雨都坚持在田地里工作，经常鞋
底沾满泥土的刘博士很快被村民们
所熟悉。沙土村村民谢甲敬说：“刘

博士不爱坐办公室爱下农田，工作
起来很务实拼命，是真正为我们农
民服务的科技工作者。”

年轻博士扎根海南

为桥头地瓜“把脉开方”

2008年夏天，刚刚读完博士，
自北京来到海南的刘迪原本计划研
究野生稻，却机缘巧合进入了省农
业科学院刚刚成立的地瓜病毒病攻
关小组。

原来，当时桥头地瓜已凭借其
香甜粉糯的口感逐渐打开了市场，
但其“美味密码”——核心技术仍长
期被国外企业所掌控。这导致在桥
头地瓜产业成长的关键时期，不仅
其种植成本降不下来，供应量也无
法提升，满足不了岛内外日益增长
的市场需求。此时，如何破解这一

“美味密码”，就成了许多地瓜种植
户和科研院所的重点工作。

“部分农户也会尝试着自行育
苗，但由于缺乏种苗脱毒等技术，他
们所育出的第二代、第三代种苗都
会因病毒的过度累积，出现性状变

异、退化、老化等情况，和采购的第
一代苗相比，品质相差甚远。”刘迪
介绍，这样一来，地瓜果实会变得

“不够粉”、患上矮缩病甚至整体绝
收，使农户不得不重新回到向外购
苗的老路。

为帮助农户们摆脱对地瓜种苗
的进口依赖，研究出适合海南生产
繁育的优质地瓜苗，到2008年底，
刘迪与课题组的同事们决定对地瓜

“把脉开方”，启动健康种苗组织培
养工作。 下转A02版▶

女博士刘迪9年坚持不懈研究桥头地瓜种苗技术，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她把论文写在沙土地里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吴
玥 蔡咪）记者今天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了解到，自
11月11日起，通过“提前购”服务，旅客可以于乘机离
岛前一天进入机场免税店购物。

“提前购”即购买次日海口离岛航班机票的旅客只
需提前两日致电预约热线即可提前一日购物。届时将
有VIP服务人员进行接待，为旅客办理临时登机牌并
引领其进入海口航空旅游免税城选购。购物时间为每
日14：00-20：00，旅客选购好商品并完成付款后，会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将货品进行密封保存，旅客次日离
岛时到提货点正常提货即可。

同时，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还开设了微信预约窗
口，旅客关注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官方微信后，回复关
键词“提前购”，根据提示填写完成预约信息，即可完成
购物预约。

据了解，海口航空旅游免税城于近日开业，至此海
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购物区域增加了1.8万平方米，总
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米，并在原有400多个品牌的基
础上又新增了31个品牌。随着购物区域的扩大和入
驻品牌日益增加，不断有离岛旅客提出，仅靠候机的时
间进行免税购物，行程太赶，时间太短，无法尽情体验
离岛免税购物。现在，“提前购”服务的推出就能有效
解决旅客的需求。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相关负责人表示，“提前购”
模式是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在近年离岛免税政策陆续
放宽的基础上又一创新突破，打破了原有购物模式的局
限，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推动了免税零售行业创新转型。

美兰机场免税店
开通“提前购”服务
旅客可于乘机离岛前一天进店购物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黑白照片中，三亚解放路，街道
窄小，沿街建筑低矮破旧，街上行驶
着零星几辆汽车、自行车、三轮车。

“阿侬，看得出这是以前的三亚吗？”
年近80岁的“老三亚”容开宏细翻
着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照片，向
孙子娓娓道来鹿城故事。

这段黑白记忆，很难与今天三
亚这座充满朝气、活力的国际化滨
海都市联系起来。自1987年11月
20日三亚升格地级市以来，三十载
光阴弹指一挥，三亚人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埋头苦干，抢抓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的有利契机，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推进“一支柱两支撑”产
业格局建立，以幸福民生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先行区和示范市，创新求索、攻坚克
难、砥砺奋进，昔日边陲渔村蝶变转
型，书写时代新华章。

夯基础：经济发展大步走

屹立于三亚东南角山顶，一座

高达15米的“鹿回头”雕像，记载着
城市的文化之根、发展之脉，“鹿城”
由此得名。

时针回拨30年，1987年10月1
日，正值筹备海南建省、三亚升级
时，一场“鹿回头会议”在此召开。
会上，筹备组成员确定了“把三亚建
设成为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
发展定位。一个多月后，在近33万
鹿城儿女的殷切期盼下，国务院正
式批准三亚升格为地级市。

然而，要成为国际之都，并非易
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35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82元，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0.18亿元，这，就是
1987年时三亚的全部家当，第一产
业占据产业发展的半壁江山。

“一个港口，一条解放路，一条
红旗街，路上有一座电影院，一个菜
市场，完全就是个小渔村！”三亚市
民何太胜对当时“巴掌大”的城区记
忆犹新。

在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的年代，
三亚百业待兴。时任市领导班子明
确提出把旅游业作为带动三亚经济
起飞的中心产业来抓。那一年，三

亚旅游接待人数仅为13.99万人。
这座边陲渔村，正式开启传奇的

“旅游时代”：建成国内首家五星级度
假酒店——凯莱度假酒店，三亚逐步
成为国内酒店国际化水平最高、盈利
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建成国内首个
国际邮轮专用码头；推动“离岛免税、
航权开放、26国免签、空域开放”等
优惠政策落地，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
税店；创新“四位一体”治旅模式，成
立我国首支旅游警察支队……

短短30年间，三亚旅游产业质效
齐增，2016年，接待过夜游客1647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354亿元，较1987
年均成百倍增长。全域旅游示范市
建设稳步推进，带动“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联动发展，旅游新业态各美其
美，国际航线网络逐步加密，南山

“4+2”、亚特兰蒂斯等项目加速建设。
聚焦城市发展，优化产业格局，

三亚加快构建以大旅游为支柱、以
新兴科技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为支撑的“一支柱两支撑”产业格
局，打造三亚现代化经济体系。三
亚围绕“绿色有机”做文章，做强农
业品牌、打造“南繁硅谷”、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十镇百村”；
同时，以千亿级产业园区建设为抓
手，推进互联网信息产业、海洋科技
产业发展，加快新兴科技产业发展。
2016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
475.56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为89.58亿元，是1987年的500倍！

今年8月，三亚通过《三亚市建
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行动方案》，
以“十大行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三亚城市
地位特殊，必须以改革开放的思维，
国际化的路径，世界级水准的规划、
设计和谋划，干一项成一项，坚定不
移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当好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排头兵。”省
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说。

补短板：幸福民生奔小康

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脱贫户蓝
德珍说，自己有道不完的感谢。去年
因专业养殖技术缺乏，家中245只鸡
交叉感染全遭殃，党员“亲戚”、扶贫
干部知道后，立即请来了养殖专家指
导生产、加强防疫。 下转A02版▶

创新求索、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昔日边陲渔村蝶变转型

鹿城扬帆追梦新征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资所副研究员刘迪博士在田里查看地瓜种植
情况。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孙谋 摄

我省一批集体和个人
受到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表彰

我省33个单位获评
“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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