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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岁月沧桑，百年风雨兼程，
百年风华正茂。今天是五四运动100
周年，我们致敬100年前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期许当代青年不辜负党的
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
们这个伟大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高度
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明确提
出了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要
求，深情寄语当代青年，极大鼓舞了广
大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的坚定信心，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发扬
伟大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
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救亡图存，挽狂澜于既倒；思想启蒙，
发历史之先声。爆发于民族危难之
际的五四运动， 下转A03版▶

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放射新的光芒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

百年青春心向党 矢志建功新时代
——致敬中国青年运动100周年 （见A03版）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天涯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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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海口国家高新区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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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李婷 钟南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当前海南正在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历史的关键节点不期而遇，
广大海南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工人周皓和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女子足球队分别荣获第23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集体”。团省委、省青联日
前也授予28名青年“海南青年五四
奖章”，授予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
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
团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组“海南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

这些优秀的海南青年中，有坚守
岗位的技术能手，有冲锋在前的“铁
血战士”，有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
等领域贡献智慧的杰出人才，有在脱
贫攻坚和建设一线奉献青春的质朴
青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关怀下，他们的风华正茂和
意气风发，诠释着五四精神的时代内
涵，彰显着新时代青年蓬勃向上的精
神风貌。

志向远大的青春最耀眼

“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
力。”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这番对广大青年的寄语，
成了乐东黎族自治县白井绿农种养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林日云的人生信条。

2009年初，林日云从广州辞职，
返乡创业。身为农民的儿子，林日云
琢磨的全是怎么带动乡亲们致富的事
儿，“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对我而言，我的人生价值，就是要
在扎根乡土、振兴乡村中实现。”在林
日云的带领下，如今合作社有社员百
余名，大家种上了哈密瓜等水果，人均
年收入有6万元，不仅收入比入社前翻
倍，盖起了新房，更掌握了新技术。

而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三病区科
室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曾敏
来说，拒绝导师留美的邀请不是“耍
性子”，而是她坚决要回到祖国，回
到海南，为祖国和家乡的医疗事业
奉献力量。

“志存高远、抱负远大，方能不蹉
跎青春岁月；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
爱民之情方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石。”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副研究员杜梦然和曾敏有同样的感

触，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海洋
科学系攻读博士后，她来到三亚，对海
洋中的溶解气体进行研究，在探索海
洋、逐梦深蓝的路上书写青春故事。

砥砺奋斗的青春最无悔

13年来，琼中女足的女孩们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何为“奋斗是青春最
亮丽的底色”。这支起初连鞋都不习
惯穿的女足队伍，在足球“老爸”肖山
教练的带领下，经过无数次失败与泪
水的洗礼，凭着一股韧劲和满腔热
情，踢出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今天，生活条件好了，琼中女足
的奋斗精神却一点也没少，这群十多
岁女孩不轻言失败、坚持不懈、奋力
拼搏的好传统一点也没丢。2019
年，琼中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举
行，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球
队参赛，琼中女足在家门口夺冠。如
今，琼中女足第一批队员13人全部

走进了大学校门。
如果说琼中女足奋斗的足迹在

球场，那么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
道《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组奋斗
的足迹则留在海南偏远的贫困村。

栏目开播后，共挖掘了400多位
脱贫致富励志典型，为广大贫困群众
送去脱贫致富的好政策、好技术、好
做法。“这些典型是栏目记者编导‘一
脚泥、一身汗’拍摄采访出来的，步履
不歇、头顶烈日、脚踏酷暑，跟贫困群
众打成一片，这也是大家的工作常
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总制
片人邱耀说，几年来，可以说海南每
一个行政村都有夜校记者的足迹。

“青年时代最宝贵，人生难得几
回搏。”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红星常跟着一线工人
一起熬夜，学习了解设备运行。对年
仅33岁，但成功创业已有8个年头
的他来说，日子就是要折腾、人生就
是要奋斗的。 下转A04版▶

海南青年有理想、肯奋斗、乐学习，汇成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青春力量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弘扬百年五四精神 青春奉献自贸区

■ 本报记者 郭萃

这里的产业园区似乎与传统的
工业园区不太一样。

漫步在海口市疏港公路以西、
南海大道以南、粤海铁路以东、石山
镇龙美公路以北50余平方公里的
这片土地上，整齐规划的道路，潺潺
流水的小溪，郁郁葱葱的灌木，会让
人觉得这里像一个旅游景点。但
是，“点缀”其间的工厂却向人宣告
了它的真实“身份”——海口国家高
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

从荒无人烟到生机勃勃，如今
的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物业式服务
贴心高效、生活配套愈发完善，吸引
着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入驻。这块土

地变化的背后，是海口国家高新区
成立28年以来在管理、政策、产业
等方面不断进行的转型升级。

从公司管理到省市共管

“项目刚在美安落地的时候，
还是一片荒芜景象，没水没电也没
有硬化路面，而现在已经是初具规
模的工业园区，管理中心全方位的

‘保姆式服务’也为企业发展创造
了更好的环境。”看着园区点点滴
滴的变化，海南高新九州通大健康
综合服务平台项目总指挥龚其才
不禁感慨。

2017年8月，海口国家高新区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管理中心成立，
为园区企业提供物业服务，通过了
解企业诉求及困难，协调管委会及
各职能局处理企业反馈，做好为企

业的“最后一公里”服务。
通过物业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

务，是海口国家高新区在美安科技
新城做的一次尝试。

在管理方面，海口国家高新区
自成立以来就不断进行摸索。在高
新区工作18年的海口国家高新区
行政审批局副局长王文海对此深有
感触。

“海口国家高新区成立于1991
年，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成
立初期的9年都由公司管理。”王文
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000 年 9
月，海口国家高新区的管理权限被
收归到政府，并成立管委会，由海口
市和管委会共同管理。

2001年，王文海来到海口国家
高新区工作。“来之前对在高新区工
作预期挺高。”一来到园区，王文海
就傻眼了， 下转A04版▶

28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在管理优化、政策完善、招商方式等方面不断创新升级

荒地上崛起的科技新城

李军到省扶贫办看望慰问并调研

锁定“创优保优”
扎实整改问题

本报海口5月3日讯（记者金昌波）5月3日下午，
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到
省扶贫办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加班的干部职工，并召开
座谈会研究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方案。

近日，中央通报了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情
况，要求各地对照考核和巡视发现的问题，认真制定整
改方案，较真碰硬抓好整改。李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
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作风，对国家考核、中央巡
视和省里自查发现的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深入剖
析、逐一整改，努力实现“创优保优”目标。

李军对整改方案送审稿逐条进行研究，要求严格
落实中央最新部署，认真贯彻省委提出的“三不减、三
提高、三加强”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找准问题症结，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整改措
施。特别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坚决纠正压力逐级递
减的现象；要进一步做好精准识别，务必做到“零漏评、
零错评、零错退”；要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
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加大住房安全保障力度，逐
村逐户逐人开展大排查，对危房做到应改尽改；要聚焦
政策措施落实有偏差的问题，总结借鉴先进经验，进一
步做好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坚决避免“一发了之”“一
股了之”，确保实现消除“零就业”家庭的目标。

我省出台乡村民宿发展规划

以乡村民宿为抓手
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5月3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苏乾）海南日报记者5月3日
从省住建厅获悉，近日由该厅牵头编
制的《海南省乡村民宿发展规划
（2018—2030）》（以下简称《规划》）印
发，首次界定了我省乡村民宿的定义，
并从发展定位、空间布局、产品规划、
政策扶持等方面全面制定乡村民宿的
发展规划，以乡村民宿为抓手推动乡
村振兴，丰富海南旅游住宿产品体系
并活化利用传统民居，传承和发展海
南文化。

《规划》提出，依托全省传统村落、
美丽乡村、共享农庄等乡村旅游资源，
结合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和城乡交通网
络体系，形成海澄文乡村民宿圈、大三
亚乡村民宿圈、滨海乡村民宿产业带、
东部康养组团、西部山海组团、中部雨
林组团等“两圈一带三组团”的乡村民
宿空间结构。民宿旅游产品策划上分
为火山民宿、骑楼民宿、合院民宿、渔
家民宿、盐村民宿、黎族民宿、苗村民
宿、军屯民宿、崖州民宿及军垦民宿10
种类型。创新经营模式上，可发展自
主经营、租赁经营、协会（公司）+经营
户、工商资本+农户、众创共享等模式。

我省通报今年第一次政府网站检查情况

113家政府网站九成合格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省政府办公厅日前组织开展

2019年第一次全省政府网站检查，并通报了检查情
况。结果显示，全省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113家政府
网站中，发现存在突出问题的网站11个，检查合格率
为90.3%。

今年1月4日至4月18日，网民通过“我为政府网
站找错”平台反映我省政府网站问题168条，有关网站
主管单位均进行了办理和反馈，办结率为100%。

通报显示，大部分政府网站主管单位按规范、按时
限公开了《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和《政府网站工作
年度报表》。截至目前，全省《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和《政府网站工作年度报表》公开率分别为97.3%和
98.2%。

检查也发现，部分政府网站“四不”（不及时、不准
确、不回应、不实用）问题反弹，个别政府门户网站缺乏
有效监管，部分单位未按时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和《政府网站工作年度报表》。

通报强调，要持续狠抓政府网站监管工作，加强机
构改革期间政府网站管理，加强政务新媒体管理。对
此次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网站，各有关市县政府、省政
府直属有关单位要积极采取措施，全面核查，严肃追
责，督促相关网站及时完成整改。

海口将开展城市“体检”
重点检查交通拥堵、内涝等问题

本报海口5月3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
5月3日从海口市政府获悉，为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和
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该市将开展城市“体检”工
作。“体检”工作将从民生角度出发，将交通拥堵、内涝、
城市风貌等作为重点，诊断城市发展短板，制定专项实
施方案，并将于今年7月底前形成“体检”报告。

为推动城市“体检”工作顺利进行，海口将成立城市
体检评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城市基本情况组、城
市环境品质提升组、城市交通组、市政建设与水体治理
组、城市特色与文化建设组等5个专项“体检”工作组。

同时，海口将聘请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领域权威专
家，组成城市“体检”评估专家顾问组，为“体检”评估工
作提供咨询和指导，对“体检”评估结果进行科学论证。

根据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海口将开展一系列调
研。此外，海口将建立城市“体检”数据定期采集分析、
结果反馈跟踪等保障机制，保障城市“体检”评估工作
的长期开展，使城市“体检”工作成为海口市委市政府
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参考。同步建设城市评估信息系
统，建立城市“体检”数据共享、共商、共用机制，提高城
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海边婚礼
5月2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旅游区举行集体婚礼，25对

来自国内外的新人在海边许下爱情誓言，留下浪漫的爱情记忆。
文/本报记者 梁君穷 图/本报记者 武威

登高览景
5月2日，游客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游览。
据悉，该景区当天接待中外游客达1.3万多人次，全海景玻璃栈

桥、过江龙索桥成为众多游客游览拍照的网红打卡地。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海口国家高新区内，一
公司核心研发人员正在做
实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019中国（海南）
微视频创摄大赛启动

总奖金30万元，作品征集将
持续至今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