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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省政务数据中心大厅内，大屏幕实时更新着各领域政务数据。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4月13日，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火山石斛园，村民肖月娟（左）说起和习总书记握手交谈的情景充满激动和喜悦。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王巨昌 摄

无限春光来海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回访记

◀上接A11版
在总书记参观海南十大自然保护区

的展览内容时，闫路恺发现总书记对于海
南坡鹿非常感兴趣，便特别向总书记汇报
了海南坡鹿的保护区——位于东方市的
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情况。

“人工介入保护是否对于它们的数量
增长有帮助？会不会对它的繁殖造成影
响？它们有哪些天敌？”听着讲解，总书记
特别询问了海南坡鹿现在的保护情况。

随后，总书记还对海南热带雨林中
特有的珍稀物种黑冠长臂猿、金斑喙凤
蝶饶有兴致，专门询问了这两种珍稀物
种种群数量和繁殖保护的情况。他还俯
身观察海南各类珍贵植物，了解这些植
物的保护情况。

在南海珊瑚展前，总书记又询问了
南海珊瑚的保护情况和人工饲养的现
状。“当时总书记在南海珊瑚展前驻足了
近一分钟，还和周围的工作人员讲了一
个关于南海红珊瑚的‘石崇斗富’的历史
典故。”陈江说。

“没有想到总书记问得如此之细，对
于生态保护的内容这么了解。”闫路恺
说。

在生态建设馆里，总书记大约停留
了20分钟，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在一
张陈列着沉香原料的黄花梨长桌前，总
书记饶有兴趣地拿起一块从海南尖峰岭
采集的白棋沉香，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闻过后直言沉
香味道很好，闻起来神清气爽，就像喝了
一杯咖啡一样。

总书记还观看了自然保护区的实时
监控画面，听取了海南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分析，对海南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做法
表示肯定。他强调指出，我们党提出生态
文明建设是一个历史性贡献。青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比较优势和最大
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
财富，破坏了就很难恢复。要把保护生态
环境作为海南发展的根本立足点，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
湛蓝海水，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方面作出更大成绩。

“这是一个无比激动的时刻”

中午，在省博物馆门前的广场，总书
记与前来观看展览的我省部分劳动模范
和行业代表亲切握手交谈。

“总书记，我们是第二次握手了！”当
总书记和全国人大代表、琼海市潭门镇潭
门村渔民王书茂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时，王书茂激动地向总书记说。事后，王书
茂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王书茂还清楚地记得，五年前，总书
记来到潭门镇视察，鼓励渔民“造大船、
闯深海、捕大鱼”。王书茂说，这一次，总
书记依旧挂念着渔民们，向王书茂询问
潭门渔民的生活现状。

对此，王书茂告诉总书记：“现在的
潭门和五年前的潭门已不一样，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渔民的生活又上了一
个新台阶！请总书记放心！”

在接受采访时，王书茂表示，这次回
到潭门，一定要向渔民们转达总书记对
广大渔民的问候和关心。

得知总书记来到省博物馆参观，曾
经带领琼中女足夺得“哥德杯中国”世界
青少年足球赛三连冠的琼中女足主教练
肖山，专门穿上了参加“哥德杯中国”的
队服等候总书记的到来。他说，“哥德杯
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是琼中女足走
向世界的平台，这身队服对他来说具有
深远的意义。

肖山回忆，当总书记来到海南省博物

馆，和他握手后说了很多话。总书记专门
向他询问琼中女足的现状，队员现在有多
少人？琼中女足的队员现在是上初中还
是小学？琼中女足最近取得哪些成绩？

对此，肖山一一作了回答，“我们琼中
女足在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哥
德杯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上都获得了
冠军”。听到这个消息，总书记高兴地告
诉肖山，琼中女足，他一直在关注着。

让肖山久久不能忘怀的是：“总书记
最后还勉励我们琼中女足的教练员、队
员，继续努力，再创佳绩！”

总书记对海南群众的挂念、对海南
发展的关切，也让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教师王金花感动
不已。

总书记与大家亲切见面时，全国三八
红旗手王金花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在脑
海中反复回忆着总书记与她握手时的场
景。“总书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三八红
旗手啊’。这是一个无比激动地时刻。”

“咱们合张影吧！”总书记在与劳模
和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们一一握手后，
提出要与大家合张影。总书记的亲和力
和对海南人民的关心让党的十八大代
表、全国劳模、海口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
记张陈慧难忘不已。

“今天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的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这
个有意义的展馆前，其实大家都特别想
跟总书记照张相，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总书记竟然先提出来要和大家合张影。
他的心里不仅牵挂着海南的发展，更装
着我们海南的老百姓。我们要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不忘初心，为加快建设美好新
海南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总书记，多保重！”“你们也多注意
身体啊。”党的十九大代表、琼海嘉积中
学舞蹈教师颜业岸在与习总书记握手时
请他“多保重”。

“总书记太平易近人了，他与我们亲
切地交流，就像是家中随和的长辈，让我
忍不住说出了这句话。”颜业岸激动地说
着。当总书记走上中巴车前，叮嘱大家

“也多注意身体”。

智慧管理 做到“心中有数”

第五站：4月13日上午，海口，省政
务数据大厅

精彩回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
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互联网优势，着力
在融合、共享、便民、安全上下功夫，推进
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公共
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
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方便群众办事，做到心中有数。希望海
南继续在大数据建设上积极探索，创造
更多经验。 ——习近平

临近中午，坐在省政务数据大厅的
工位上，三亚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熀锋长舒一口
气，稍稍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给三亚市
政府的领导和同事发了条短信：“总书记
对我们的消费监管系统项目很关心，汇
报效果很好，请放心！”

同朱熀锋一样，今天许多人内心涌
动着难以言说的激动。

不只是关心大数据支撑下的旅游市
场监管，今天上午，来到海南省政务数据
中心大厅的总书记，走进操作台，向工作
人员细致了解人流、物流、资金流等信息
共享和应用情况，叮嘱大家要用好大数
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对民生保障工作做
到“心中有数”。

智慧岛上，天涯咫尺。

很暖心——“总书记对
民生有着深深的牵挂”

旅游市场、防震减灾、安全保护等各
领域政务数据在大厅前方硕大的屏幕上
显示着，互联网的便捷和大数据的智慧
从工作人员熟练的操作中传递出来。

细致听完我省信息化建设工作汇
报、观看完“多规合一”等领域的应用展
示后，总书记面带笑意，起身走到一个个
工位前，与值班人员握手交谈。

很快，一张“管好一条鱼、半斤虾”的
三亚放心游消费监管系统界面引起总书
记的关注，他仔细询问：“管住了么？”

这句话，让朱熀锋心里暖暖的，看着
总书记的眼睛，他信心满满：“管住了！”
紧接着他向总书记现场演示了三亚放心
游消费监管系统，“我们启用联合执法，
通过互联网对三亚海鲜价格进行实时监
管。比如游客称了半斤虾，我们系统内
就会出现这半斤虾的称重和价格明细，
三亚海鲜欺客宰客现象得到了控制。”

“总书记对民生有着深深的牵挂！
大厅内有那么多台电脑、那么多张页面，
总书记一眼就注意到了鱼虾海鲜价格的
监管。”朱熀锋说，“看似不经意地询问，
体现的却是对大数据监管工作细节的关
注，他最关心大数据的应用是否真正惠
及百姓，让人感动。”

没有真正给老百姓带来便利，没有
真正服务民生，再智慧的互联网和大数
据都是空架子。对海南各级政府以及
900多万海南人民而言，抵御台风也是
一项护民生的大考。

察看海南省互联网+防灾减灾综合
信息平台时，总书记仔细询问了海南是怎
么利用大数据完成台风防、躲、救的问题，
并饶有兴致地观看手机平台的使用演示
情况，一再叮嘱大家要把这套系统用好、
用实，确保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海南岛是热带风暴以及台风多发
地区，总书记对海南防风防汛工作特别
关心，特别询问了我们去年的防风情况，
以及今年海南台风的预警情况，肯定了
系统在防风中发挥的作用。”省水务厅厅
长王强和大家有着同样深刻的感受，“总
书记最牵挂的还是民生。”

很振奋——“总书记肯定
了我们的工作”

虽然岛屿与外界交通不便，但互联网
却能打破地域限制。“用互联网的模式来
建设海南的信息系统”理念在琼岛大地上
活跃了20多年。这对当时刚建省办经济
特区不久的海南而言，是对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埋头苦干特区精神的生动诠释。

1995年至今，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开通
全省公共信息网的省份。1997年，海南提
出建设信息智能岛的战略目标，当年10
月，率先设立海南省政府信息化办公室，这
比国家相应部委的建立还早了两年。

改革不断推进，改革者不断思索。
2015年6月5日，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三
次会议同意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开展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海南顺势提出把
海南岛作为一个大城市、大景区来统一
规划、建设和管理。

去年12月8日，习总书记在主持中
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这更
是为推动海南智慧岛建设提供了方略。

在顺应信息化发展的今天，在“把海
南岛作为一个大城市来统一规划、建设
和管理”先进理念的引领下，推动海南智
慧岛建设、提升国际旅游岛信息化水平
成了海南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重要举

措，也反映了海南要争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范例、在数字经济上走在全国
前列的决心。

在海南省政务数据大厅，省工信厅
厅长王静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总书记
报告：海南政务信息系统涵盖了进出岛
管控、“多规合一”、互联网+防灾减灾、
全域旅游监管服务、精准扶贫、不见面审
批、椰城市民云、三亚旅游监管服务平
台、省政府“网上督查室”等9个子系统，
共享率达到100%。省级政府部门无纸
化办公100%全覆盖。

“海南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总书记的这句肯定落在了在场每个人心
里，人心振奋。

全省政务信息数据平台的打造不是
一蹴而就，一直以来，我省各部门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打破信息壁垒，加快推进
全省政务信息数据平台建设，推动海南
数据岛、数字岛、智慧岛、智能岛建设。

很有动力——“总书记要
求我们要心中有数”

一番交谈下来，王强知道，总书记是
个防风减灾领域的“行家”，对台风的生
成和防御了然于心，他关心的问题也直
指台风防御工作核心。

“压力与动力并行。”听了总书记的
指示，王强心中有了数，信息化、大数据就
是一种工作手段，总书记多次提到的要把
这套系统用好、用实，正是不断提醒我们
要用好大数据平台，切实用科技的力量代
替经验，真正为人民服务，保民安全。

谆谆嘱托，字字珠玑，犹在耳畔。
——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以

应用为中心推进大数据应用。
——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

互联网优势，着力在融合、共享、便民、安
全上下功夫，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
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要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
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
便群众办事，做到心中有数。

——要继续在大数据建设上积极探
索，创造更多经验。

“总书记的嘱托，是对海南信息化建
设的重视与期待，是对900多万海南人
民的深切关怀，信息化、大数据、云平台
应用地越广泛，老百姓受益就越多，产生
的效果越好。”王静说，在海南真正成为
数据岛、数字岛、智慧岛、智能岛的征途
上，总书记殷切的嘱托是动力，是路径，
是方向。

海南，不再孤悬大海之南，她通达的
大数据正以惊人的速度驰骋在“绘到底
的一张蓝图”上。

抓住关键 实现“产业振兴”

第六站：4月13日中午，海口，秀英
区石山镇施茶村

精彩回放：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
振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
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
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基层党
组织要成为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主
心骨和坚强战斗堡垒。 ——习近平

“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
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习
近平总书记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
告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首次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习总书记今年在全国
两会期间又为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五个具
体路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

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
组织振兴。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走访
村村寨寨，坐在农家炕头，面对面和乡亲
们沟通，始终是总书记考察研究的重要
选项。4月13日中午，顶着如火的骄阳，
总书记来到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
村，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情况，与当
地农民嘘寒问暖。

施茶村位于海南最高的火山口脚
下，受火山地貌的影响，千百年来，村民
只能在石头缝里种庄稼，望着石头发
愁。如今，全村因地制宜种植火山石斛
达500多亩，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了14500元。

总书记的问候温暖人心

“天气很热，现场有300多人，总书记
很有耐心，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握了
手，并且不停地向大家问好。”4月13日中
午12时30分，在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施
茶村，海南石斛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彭贵阳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刚刚考
察时的情景，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我当时特别激动，用双手将总书记
的手紧紧握住，久久不想放开。”彭贵阳
说，总书记的手厚实而又温暖，笑容温馨
而又亲切，现场不少村民流下了激动的
眼泪，“今天这一幕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总书记一共和我握了三次手！”施
茶村石斛基地员工肖月娟觉得今天自己
成了最幸运的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她满脸通红，神情激动，“我当时正和同
事在石斛园中锄草，听到脚步声，抬头看
到总书记正朝我们的方向走来，就兴奋
地围了上去”。

有一个细节让肖月娟备受感动，“看
到我们朝他走过去，总书记主动伸出了
手，我们也连忙摘下手套，和他紧紧握
手。”

总书记非常关心村民们的生活，问
大家生活得好不好？收入怎么样？肖月
娟告诉总书记，家里有5口人，过去在海
口市区打工，离家较远。2015年村里引
进石斛产业，她家把6.4亩地入股种石
斛，自己也成了石斛园里的职工。现在
不仅工作离家近，每个月还有2500元的
工资，年底有3000多元的分红，加上家
里的其他产业，现在全家人年收入已超
过10万元。

“听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总书记
也感到很欣慰，并祝福我们的日子越过
越幸福！”肖月娟说，总书记离开时，又
主动和大家握手，“这是第二次握手”。

等总书记要离开施茶村时，闻讯赶
来的村民们排成长队，激动地向总书记
问好，肖月娟也加入了其中。“总书记一
一和我们握手告别，所以我又幸运的和
他有了第三次握手。”肖月娟高兴地说，
当时不少村民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大家
的掌声、欢呼声汇聚在一起，在村庄上空
久久回荡。

总书记的关怀情真意切

在施茶村的考察中，施茶村党支部
书记洪义乾一路陪同，向总书记详细介
绍了村里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总
书记走了一路，也问了一路。”洪义乾
说，他深刻感受到总书记对乡村产业发
展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心和重视。

洪义乾记得，总书记下车后问他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施茶村村名中“施茶”
这两个字的来历是什么？“我们施茶村明
朝就有了，施茶名字始源于海南四大才
子之一‘丘濬施茶’的故事。”洪义乾说，
由于羊山地区比较干旱，没有水喝，丘濬

在返乡途中，在石山连接府城与澄迈一
带的官道中点，设茶亭施茶路人，顾名思
义“施茶亭”，施茶村因此而得名。

“这说明总书记很关心一个地方的
发展历史。”洪义乾说。

在施茶村村志馆，总书记认真听取
介绍，不时询问。对该村以党建为统领，
带动农民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企
业+合作社+农户”致富路的做法表示肯
定。洪义乾记得：“听我讲到村里没有吸
毒的，没有打架斗殴的，总书记夸赞说

‘这个很好’。”
随后，总书记沿着石板路步行进施

茶村火山石斛园，边走边听洪义乾介绍
石斛规模化种植、智能喷灌系统、水肥一
体化系统运行情况。

“我今天向总书记演示了石斛自动
喷灌系统。”石斛园的技术人员吴清伟
非常自豪，他回忆说，他当时打开手机
APP，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地下矿泉水就
从设备中自动喷出，如烟如雾，将石斛园
装扮得如同仙境一样。

“不仅他会操作，我也会操作。不管
在哪里只要手机有网络就可以管理石斛
生产，早上睡醒就先给石斛灌溉一下，省
时省力。”当时，洪义乾也在自己的手机
上操作了一遍，总书记高兴地赞叹说“这
太方便了”。

在石斛园的凉亭，总书记还饶有兴
致地了解了施茶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石
斛基地工作人员洪丽琼和王朝向总书记
一一介绍了当地的石斛鲜条、黑豆、红
米、地瓜、大薯、毛薯、蛋蕉等特产。“总书
记问我石斛鲜条有什么功效，看到鲜条
上开了美丽的石斛花，他还高兴地举起
来和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合影。”王朝
说，介绍的时候她心里特别紧张，手都有
点颤抖。但看到习总书记如此亲切和
蔼，她的紧张感也随之消失了。

总书记的嘱托指明方向

一路上，除了了解村里的发展情况，
总书记还留下了殷殷嘱托，表达了拳拳
期望。

令当地干部群众最难忘的是，在坐
车离开之前，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对大家
说，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鼓
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
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成为带
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主心骨和坚强战
斗堡垒。

“总书记一席话道出了乡村振兴的
关键，那就是要振兴产业，找准自己的特
色，进行科学地发展，并且要牢牢抓住基
层党组织建设。”洪义乾说，总书记的嘱
托为施茶村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嘱托，声声入耳；道路，豁然开朗。
洪义乾表示，下一步施茶村要紧紧

抓住乡村振兴的机会，继续加强村党支
部建设，带领全村发展集体经济和生态
旅游。积极打造“一村一品”，最终达到

“村村有产业，家家有分红”。
“上车前，总书记对大家说，你们做得

都不错，再接再厉。这既是对我们过去的
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的鞭策。”洪义乾
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践行产业带动乡
村振兴的发展道路，施茶村一定会更上一
层楼，老百姓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

褐色的火山石上，石斛花开正艳。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一

个需要勤劳耕耘的春天。海南，定不负
大好春光！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记者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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