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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送英雄

唐博英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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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永生

——致敬唐博英

扫一扫看

博英，清明回家！

4月5日，在陵水本号镇，迎接
唐博英烈士回家的群众悲痛不已。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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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金昌
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部署，近
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全面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要求各市县、省政府直属各单
位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促
进行政执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努力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

《实施方案》提出，在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方面，要强化事

前公开，规范事中公示，加强事后公
示，特别是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
督检查、调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和
强制执行、送达执法文书等执法活
动时，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向当
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并出具
行政执法文书，主动告知当事人执
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
容。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
信息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公开；在全面推行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方面，要求完善文字

记录，规范音像记录，尤其对查封扣
押财产、强制拆除等直接涉及人身
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
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要推
行全程音像记录；在全面推行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方面，凡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
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
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经
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以
及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
律关系的，都要进行法制审核。

下转A02版▶

我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包括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潘伟 王咪）四川凉山
森林火灾27名消防员牺牲，全国悲
痛。与此同时，一幕幕温暖之举正
在海口悄无声息地上演：市民们用
各种方式表达对消防员的尊敬。海
南日报记者4月5日从海口龙华、
琼山、秀英、美兰等多个消防大队了
解到，这两天，各个消防中队陆续收
到市民送来的匿名暖心外卖。其中
一份外卖上留言：“谢谢你们守护这
座城市和我们，不愿你们下火海，请
每次出警务必平安归来！”

4月4日下午4时许，海口龙华
消防大队金融中队来了一位5岁左
右的男孩。他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
中队门口，将一个塑料袋放在岗
亭。当值班人员上前询问时，男孩
庄重地敬了一个礼。“这是孩子送给
你们的，向你们表示感谢。”男孩的
母亲对值班人员说。经工作人员清
点，男孩送来的礼物包括一箱饮料
和两袋果冻。让人感动的是，塑料
袋中还有一幅男孩画的彩色画，上
面画着两名消防员举着水枪灭火的

场景，旁边一行稚嫩的文字写着“消
防员叔叔辛苦了”。

4月4日这一天，海口琼山消防
大队下属的琼山中队和国兴中队陆
续收到了3份暖心外卖。海口琼山
消防大队一名宣传员告诉记者，有
热心市民通过外卖的方式送来水
果，并且没有留名。这位热心市民
细心挑选了包括芒果、莲雾等10余
种时令水果，是从一家水果连锁店
下的订单。

记者联系上这位热心市民。电
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士的声音。她
不愿意透露姓名，只告诉记者她是
海口人，“90后”，在一家事业单位
工作。“凉山火灾很多牺牲的消防员
都是“90后”甚至“00后”，其中一位
还是海南陵水的小伙子。我从心底
里感谢消防员的坚守与付出，谢谢
他们帮我们抵挡危难，护我们平
安。”这位女士说，4日晚她给两个
消防大队送了水果外卖，“希望这一
点点温暖能激励他们前进。”

4月4日晚10时许，海口美兰
消防大队海甸中队收到3箱牛奶。

4月5日中午12时许，海口秀英消
防大队秀英中队收到两箱汉堡外
卖，并附言：“哪有岁月静好，谢谢替
人民负重前行，致敬最美的逆行者，
愿你们平安！烦请快递小哥交给消
防英雄，感谢”。

一份份心意深深地打动了消防

员。海口龙华消防大队金融中队战
斗一班副班长孟登鹏说：“我们非常
感动！今后，我们会加强业务训练，
在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同
时，也保护好我们自己。无论何时
何地，我们都会时刻守护在大家的
身边！”

暖心！海口多个消防中队收到“神秘外卖”
留言：请每次出警务必平安归来

传扬崇尚英雄
的时代风尚

“博英，回家了！”“英雄，一路走
好！”……4 月 5 日下午，海南籍“90
后”扑火英雄唐博英烈士的骨灰，被
护送回家乡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
镇。来自各界近万名群众自发前来
迎接英雄回家，全省各地用不同方
式表达着对英雄的崇敬。这一幕幕
感人画面，深刻反映出全省上下崇
尚英雄、铭记英雄的良好风尚。

山因脊而雄，屋因梁而固。英雄
回家的故事，一遍遍被刷屏、被传扬。
是什么触动了人们的心灵？是精神，
是情怀，是信仰！危难之际，挺身而
出，以生命赴使命，这种奉献担当精神
撼人心魄。唐博英们的英勇事迹让人
感动，全省群众崇尚英雄、关爱英雄的
温情画面，同样让人泪目。

崇尚英雄，就要学习英雄。“一个
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烈
士挺起的脊梁，正是我们不断前行的
勇气和力量所在。延续英雄故事，传
承英雄精神，就要以英雄为榜样，在
困难和挑战中敢于“逆向而行”，以

“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状态积极投
身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业中去。

短评

省林业局派督察组赴各市县
巡查森林防火工作

确保清明节期间
森林防火落实到位

本报海口4月 5日讯（记者孙慧）清明节期间，
全省进入森林火灾易发期、高发期。海南日报记者
4月 5日从省林业局获悉，该局近日派出森林防火
督察组奔赴各市县，重点巡查森林保护区、高速公
路、高速铁路、公墓、海防林等重点区域，加强野外
火源管控，坚决打赢高火险期及清明节期间森林防
灭火攻坚战。

4月2日以来，省林业局督察组奔赴澄迈、乐东、万
宁、五指山、琼海等市县开展巡查。在澄迈，督察组重
点巡查了福山镇、桥头镇和重点公墓等。澄迈县林业
局也派出6组人员驻守13个镇（包括林场），全县出动
1472人次值守，出动车辆334辆次，设立125个检查
站（点），镇村两级防火宣传到位、巡逻布控到位，村民
祭祀基本能按照要求不燃放烟花爆竹。

乐东对佛罗镇、莺歌海镇、黄流镇、利国镇等沿海
乡镇的海防林重点巡查。尖峰岭林业局派出宣传车
辆，在林间流动宣传防火提示和灭火知识。五指山市
重点对国道208公墓、畅好居公墓、什赤公墓巡查，每
个公墓安排专业扑火队、护林员和生态护林员值守。
万宁市推动防火联动机制落实到位，重点地区派有公
安、边防武警驻守。琼海市扫墓高峰期在4月3日至4
日，市林业局分片包点驻守。文昌则充分利用媒体广
泛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前两月全省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3.9%
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位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杜珊
珊）今年1月-2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3.9%，呈现加快增长态势，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位。
石化、电力行业较快增长，内外销市场同步增长，多数
重点工业市县实现增长。这是海南日报记者4月5日
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具体来看，工业实现两位数增长。1月—2月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较2018年全年
提高7.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8.6个百分点。其中，制
造业增长16.6%；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1%。

主要行业发挥支撑作用。1月—2月，我省石化
行业发挥主力军作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同比增长60.3%，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3.6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17.6%，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7个百分点。
电力行业增长10.2%，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1.6个百分点。

工业内外销市场同步增长。1月—2月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17.3%，增速比2018年全
年加快3.0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交货值增长18.2%，
内销产值增长17.2%。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达
96.4%，较去年同期提高7.2个百分点。石化产品、药
品以及电的销售是增长的主要动力。

多数重点工业市县实现增长。1月—2月，全
省 5个重点工业市县（区）工业增加值有 4个实现
增长，其中洋浦经济开发区同比增长 53.1%、海口
同比增长 2.3%、东方同比增长 1.3%、昌江同比增
长7.5%。

海口龙华消防大队金融中队收到5岁男孩的一幅画。
通讯员 潘伟 摄

本报椰林4月5日电（记者李
艳玫 邹永晖）“博英，我们到家
了。”4月5日13时10分，搭载唐博
英烈士骨灰的JD5178航班降落在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走下飞机舷梯
的时候，他的亲属抚着骨灰盒动情
地说道。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刘赐贵的委托，省委常委、三亚市
委书记童道驰代表省委、省政府到
机场迎接。同时，来自省有关部门
以及三亚、陵水等地的各界干部群
众、官兵200余人在机场迎接扑火

英雄回家。
日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由于受风力
风向突变的影响，突发林火爆燃，27
名森林消防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
牺牲，唐博英是其中一名。为告慰
英雄、激励队伍，应急管理部、四川
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扑救四川凉山木
里森林火灾中英勇牺牲的30名同
志为烈士。

“唐博英烈士，我们接你回家。”
在航班到达前一个小时，干部群众、
官兵等人员就已在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分两排站立，拉起横幅等待。烈
日下，礼仪兵用庄严的步伐向英雄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而在近百公里外的陵水黎族
自治县，群众早已自发地到唐博英
烈士灵车将经过的道路两旁静静
等待。自发来迎接英雄回家的人
群绵延二十余公里。在烈士位于
本号镇的家门前，云集了近万名群
众，他们手拉横幅、手捧鲜花肃立
道路两旁。

本号镇福和希望小学美术老师
吉亚军带着7岁女儿和3岁儿子挤

在队伍前面。他告诉孩子要记住今
天，记住博英哥哥，他是英雄，为国
家献出了生命。

15时许，唐博英烈士的灵车驶
入本号镇。礼仪兵手捧着唐博英烈
士的遗像和骨灰盒缓缓走来，现场
群众悲痛难抑，掩面痛哭，一声声

“回家了”，让人泪目。
红如烈火的红掌、洁白纯净的

百合、轻盈绽放的勿忘我……唐博
英烈士的骨灰盒安放在鲜花拥簇的
灵堂上。遗像里的他身着军装，笑
容腼腆。“敬业爱家赤诚忠心，力降

火魔浩气长存”，十六个字挽联高度
概括了他26岁的生命。

“世上最勇敢的逆行！”“四月凉
山不再凉，森林救火英雄一路走
好。”“老同学，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
中！祖国始终记住奉献的你！”在唐
博英烈士寄语墙上，大家纷纷道出
自己的追思。

17时许，本号镇下起小雨，但
博英灵堂前吊唁的人群仍络绎不
绝。雨中，一块黑底白字的吊唁牌
锃光瓦亮，上面写道：岁月静好，因
有英雄负重前行。

我省各界干部群众迎接在四川凉山森林火灾扑救中牺牲的唐博英烈士骨灰

英雄，回家！

波音总裁承认失事客机
飞行控制系统犯错

公安勘察确定
木里森林火灾

起火原因为雷击火
A03

4月5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礼仪兵护送唐博英烈士的遗像和骨灰盒回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