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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咏

一个时代不留痕迹就结束了，至
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这段历史过
去了整整25年，一直想提笔写点什
么，却一再耽搁下来。

今天突然收到老领导发来的微
信，他说海南要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了，能不能写点文章纪念一下
曾经一起在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以
下简称中商所）度过的那段激情的岁
月？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25年前。
曾经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中商人和
几百名中商会员一起在海南为着共同
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多年以后，尽管大
家已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定居，一
旦相聚，我们依旧喜欢回忆那些美好的
日日夜夜。我们热爱中商，也热爱海南。

1988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的第一年，也是中国期货市场的酝酿
期。改革开放使得一些国人走出国
门，把期货的概念和运作方式带回了

国内。两年后，随着郑州商品交易所
的成立，全国期货市场开始迈出蹒跚
的第一步，上海、深圳紧随其后。
1993年，中商所在海南经济特区成
立，开始创业。

2008年，海南日报为建省办经
济特区20周年推出的纪念特刊，在
列举1993年的海南大事记中，这样
描述中商所的成立：“国内首家多品
种、跨行业、跨地区的股份制期货市
场———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于
1993年11月8日在海口华能大厦正
式开业。经国家内贸部批准，并经工
商局登记注册的这家期货交易所，按
国际惯例实行会员制，来自全国各地
的60多家首批会员有生产经营企
业，也有金融机构、经纪公司。海南
中商期货交易所是继上海、郑州等国
内著名期货交易所后，由中商旅业股
份公司、省农垦总公司等8家企业联
合组建的。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开
业大吉，开市后第49分钟，成交量即

突破1000手。”
中商所一开业，很快就面临生存

问题：国内大大小小，规范不规范的
期货交易所算起来有40多家，国务院
下定决心要清理一批。到1994年年
底，大部分的期货交易所被撤并，留
下的中商所与其他13家期货交易所
被批准成为国家试点期货交易所。
由此，中商所有幸成为了中国商品期
货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一批拓荒者。

此后的三四年中，中商所快速发
展，创造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多个“第
一”：在国内第一个成功推出并运营
白砂糖、天然橡胶、棕榈油、咖啡等品
种，现在这些品种已是国内外某些期
货交易所的主力品种；第一个应用地
空通讯备份推出异地同步交易系统，
这在那个互联网尚处于起步阶段的
年代无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第
一个推出定点库仓单质押业务；其龙
头产品天然橡胶的交易量，一度位列
世界同类品种之首，使中商所成为了

当时世界天然橡胶的定价中心。成
为世界热带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当
时中商所确立的目标。

创业之初，中商所对海南当地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很大。交易的热度
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和资
金，期货交易相关从业人员的数量快速
增长。更重要的是，天然橡胶期货品种
的上市，为海南的橡胶种植企业提供了
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有力工具。

1998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
知》，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进行治
理整顿，国内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
公司的数量被大大压缩，期货市场的
格局由原来的14家期货交易所合并
为大连、郑州、上海3家。中商所的
辉煌就此落下帷幕，其交易品种咖
啡、棕榈油停止交易（白砂糖已在早
前退出交易），其始创的天然橡胶转
入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商所的工作人
员纷纷离开了海口，离开了这个行

业。全国期货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进入了沉寂阶段，直至后来期货市
场“为国民经济、地方经济服务”这一
价值被重新挖掘和认可。

中商所短暂的5年创业时光，渐
渐远去。但从那个时代一起走过来
的中商所及其会员单位的工作人员，
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宝岛海南度过的
这段难忘岁月。10年前我曾回到海
口，专门去看了中商所当年所在地华
能大厦。当椰风再次吹过，一切都那
么熟悉，一切又都那么陌生。在中商
所经历的奋斗历程和在海南收获的
理想精神，如椰风一般在我心里留下
了它的时代印迹。

30年来海南取得的成就离不开
众多来自全国各地像中商人一样的
热血青年的敢闯敢试、奋力拼搏。尽
管有来有去，有起有落，但永远向前
的精神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
来从不曾丢下的，这也是我们要从那
段岁月里汲取的养分。

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后，海南对外交流日益密切。图为1990年，印度演员来海南演出，省文
体厅工作人员在当时的海口大英山机场接机，为客人送上鲜花。 霍筱薇 翻拍

视频作品《宝岛生根》简介：

这段视频通过动画手法介绍了一个海南男孩在农
场长大，进入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求学后，离开海南去上
海工作，最后又携家人返回海南定居的经历。画面中展
现的元素颇具海南特色，故事讲述有趣味性。该视频通
过主人公的视角，展示了海南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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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
作品征集活动投稿结束
将进入专家评审环节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马伟元）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新浪网、天涯社区共同协
办的“中国梦 海南情——‘我与海南30年’多媒
体作品征集活动”投稿及网上投票阶段现已结
束。活动期间，组委会共收到各类体裁作品投稿
1646件，近千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活动相关微
信阅读量 10 万+、点赞数 5000+、转发数量 1
万+；“我与海南30年”微博话题阅读量达368万
人次，转发量及评论均突破1万人次。

据了解，本次“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作品征
集活动以近10万元奖金征集反映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年光辉历程的多媒体作品，以文学作
品、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再现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年的平凡个体与感人故事，讲述特区建设者的
中国梦与海南情。活动自2018年2月5日启动
以来，广大网友热情参与，特别是来自中国作协、
海南省作协等单位的知名作家，以及海外华侨、文
学爱好者、摄影师投来了许多精彩作品，提高了征
集作品的整体质量及艺术水平。如作品《三十年，
海南缘》通过回顾一家三代人与海南的缘分，表达
了对海南的真情挚爱；《椰风吹过的岁月》通过一
名旅居国外的投资人的回忆叙述，再现了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后一批创业者在海南敢闯敢试的拼
搏精神……

本次征集活动通过全媒体覆盖宣传推广，扩
大了影响力，提高了互动性与参与率，营造了良好
的舆论氛围。据介绍，投稿及网络投票环节结束
后，主办方将组织业内专家和相关学者进行评选，
结合各件作品的网络投票情况，评出获奖的多媒
体作品，并在南海网上进行公示，欢迎广大读者继
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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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风吹过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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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道路宽了，医院条件好了，校园环境靓了，文体活动多了

定安：民生红包暖民心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司玉

“小时候村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
几乎村里的人都围在一起看。现在不
仅是买家电，盖了小洋楼，开上小轿车
也是常见的事。”3月25日清晨，家住
定安县龙门镇石坡村村民莫锦迫正打
算开着新买的小轿车到县城看望亲
友。说起30年来村里生活条件的改
善，莫锦迫由衷地露出笑容。

“现在人们生活好了，消费观念也
大大改变。我们就是看准这个商机，
把以前的饭店铺面改建扩大，去年12
月重新开业以来，已经承接了大小宴
席近十次呢。”在定安县新竹镇方吉酒
家内，老板李海娇乐呵呵地说道。

“前几年大学毕业回来，我差点连家
门口的路都认不出来了。”家住定城镇城
南路的姚淑荣2008年就到外地上学，面
对家乡的巨大变化，既兴奋又激动。

不仅如此，城乡道路宽了，医院条
件好了，校园环境靓了，文体活动多了，
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美，一张张幸福
的笑脸，一幅幅喜人的景象……定安，
历经30年的发展，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创造着人们所向
往的美好生活。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要始终
把人民幸福置于发展中心位置，坚持
富民与强县并重、富民优先，在教育、
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民生重点领域
持续发力，加强民生建设，努力实现发
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完善制度
提升医疗设施保障

“今年是我来到定安的第七个年
头，这里人文自然环境非常好，人们非
常热情，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医院里的
就医环境也相当好。”在定安县中医院
候诊区，老家浙江的龚大爷感慨，定安
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自2012年开

始，县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陆续
搬迁新建，极大解决了公立医院床位
不足问题，改善了群众就医条件。

不仅仅是医疗环境的改善，建省
办经济特区以来，定安不断完善政策
措施，优化体制机制，强化能力提升，
建设协调发展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卫生监督执法体
系、卫生信息化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
努力推进城乡卫生一体化、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和卫生信息化。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定安全
县共有卫生机构 210家，较1988年
增加117家，增长率达到125.81％，其
中公立医疗卫生单位18个、农场医院
3个、民营医疗卫生机构92个、村卫
生室97个，切实做到15分钟内到达
最近医疗点的家庭达100%。

“现在到医院看病流程不但简化
了，而且药品的价格也非常透明，参加
城镇居民医保的话还能报销一大半费
用呢。”在定安县人民医院一楼大厅
内，来自定城镇潭揽村村民吴多义正
在帮家人办理住院手续，看着排队窗
口上的价格公示电子屏幕，不由得发
出感叹。

自2009年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以来，定安立足“既满足用药需要，
又最大限度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的
两项任务，在全县2家县级医院、14
家乡镇卫生院、3家农场医院和97家
村卫生室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所有基本药物都通过省医药集中
采购平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全县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全部药品严格执
行零差率销售。

此外，自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后，定安积极完善新农合网络建
设和经办机构建设，建立可持续筹资
机制和有效监管机制，确保了新农合
基金运转安全。

加大投入
力促教育均衡发展

3月26日，当清晨的阳光穿过薄
雾，定安龙州中心小学崭新的塑胶跑
道上，学生们正在欢快地奔跑。

据了解，2013 年省政府投入
1000万元，县政府投入172万元，用
于龙州中心小学教学楼、宿舍、食堂、
操场等硬件建设，校园环境也因此漂

亮了许多。此外，各级管理部门还相
继投入近百万元用于学校日常工作的
推进。正是强有力的投入支撑，使得
定安县龙州中心小学在短短三年时间
内，从一个办学水平排名垫底的薄弱
学校建设成省级规范化学校。

龙州中心小学的变化只是定安县
加大对教育投入的一个小小缩影。

近年来，定安坚持优先保障教育
投入，仅仅2014年至2016年期间县
财政对义务教育总投入就高达14亿
元。定安教育也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学校硬软件得到全面提升，育人
环境有了质的飞跃。

截至2017年底，定安共创建省级
规范化学校7所，县级规范化学校67
所，7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
设水平已达标，并顺利通过了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省级评估验收和国家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检查。定安
中学与湖南师范大学达成合作办学协
议，成立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安中
学。至此，定安教育发展由基本均衡
迈向优质均衡。与此同时，定安还通
过布局调整有效促进教育发展。不仅
盘活了教育资源，还促进了教育均衡，

实现“校点调少、规模调大、队伍调优、
质量调高”的目标。

补齐短板
构建舒适宜居环境

湖面上清风拂面，绿荫下曲径通
幽，芳草铺地，鸟儿欢鸣……3月25日
傍晚，在丹桂公园内，家住附近的居民
吉训娟正带着小孩在园内散步休闲，
映入眼帘的美好景色让她倍感舒心。

“这些年定城的变化很大，丹桂
公园也是近几年新修建起来的，让我
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居民在家门口就
能体验休闲养生的乐趣呢。”吉训娟
高兴地说。

作为重要的惠民工程，丹桂公园
的建成，潭榄河公园的扮靓，沿江公园
的改造，兴安公园的修建，田洋体育公
园的兴建，都是定安改善人居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为人民幸福生活谋福祉
的有力举措。

一直以来，定安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补齐短板、改善民生，人民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定海大桥建成通车，见龙大道完
成优化升级，城区多条道路焕然一新，
行政村实现村村通水泥硬化路，客运
候车亭全面推进，城乡环境面貌综合
整治，城乡污水处理加强，城市小区、
行政村光纤宽带和4G网络的覆盖率
均达到100%，电网三年行动计划启
动，县自来水厂扩建使用，解决了
14.09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罗温段防洪堤、黄竹供水等一批惠民
水利工程竣工或加快建设，城乡水网
进一步完善……

陈军表示，下一步将不断优化城
市品质，改善定安人居环境。同时，推
动教育、医疗、文体等事业快速发展，
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增强
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凝心聚力构
建起定安人民向往的美好新生活。

（本报定城3月28日电）

文化惠民提升百姓幸福感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百姓的文化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幸福感自然
也就提升了。”3月26日，定安县文体局局长肖巨
介绍去年以来的文体活动自豪地说。

公园踏青、排球联赛、“五一”系列活动、京剧大汇
演、“醉美”定安摄影比赛、全民健身长跑活动、国庆
文艺晚会……在过去一年中，定安通过举办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活动，为当地民众献上文化“饕餮大餐”。

近年来，定安县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覆盖城乡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全国性的排球赛、自行
车赛、马拉松赛、武术比赛等体育赛事的相继举办
让定安人民荣誉感不断增强，各式各样的文体活
动为当地群众打造起了特色的文化活动平台。

肖巨介绍，2017年定安共建成行政村文体活
动室30间，累计建成107间；建成篮排球场22
个，戏台12个，逐步实现行政村文体活动设施全
覆盖；组织惠民演出送戏下乡213场次，放映公益
电影1582场。 （本报定城3月28日电）

2017年定安县民生相关数据

制图/孙发强

全年民生支出20.9亿元

占全县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1%

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8235元，增长8.4%
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2408元，增长9.7%

投入2.4亿元建设完成334个
改薄和均衡化发展项目

组织琼剧惠民演出213场次
免费放映电影1582场次

实现新增就业、失业再就业、转移就业

共8721人

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失业保险待遇

分别提高到450元和1430元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2.25万人

保费征缴率96.7%，排名全省第一

定安丹桂公园。 邓少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