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开展
城乡环境整治活动

本报八所9月17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文东雅）海南日报记者9
月17日从东方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
近期，该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城乡
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城
乡环境卫生质量，营造干净、整洁、有
序、文明的城乡环境，以崭新面貌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连日来，在八所镇、华侨经济区、
新龙镇等乡镇，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
占道摆放的桌凳、杂物以及乱搭乱建
的建筑物予以清理，并将这些占道桌
凳全部搬上执法车辆，进行暂扣，同时
对占道摊主进行批评教育。

在整治过程中，沿线乡镇周边商
铺的店主们纷纷对整治行动表示理解
和支持，表示今后将会自觉遵守“三
创”工作的有关要求，主动做好“门前
三包”，保证沿街道路面貌的整洁。

据了解，此次综合整治是东方综
合行政执法局结合东方“三创”工作，
从“治脏、治乱、治差”入手，通过开展

“城乡环境大整治，干干净净迎国庆”
活动，着重对各乡镇出店经营、占道经
营、私搭乱建、杂物乱堆等困扰群众的

“脏乱差”问题进行整治，确保以优美、
干净、整洁有序的城乡环境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城乡容貌环境网格化管理，完善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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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夜幕初降，儋州市木棠镇神冲村海边的一
片空地成了天然的舞台，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每
周至少在这里聚会一次——唱调声，中秋节前
后更是日夜歌声不断，处处皆是舞台，儋州成了
歌的海洋。

月圆之夜的调声在热情的男女集体对唱
中拉开帷幕。木棠镇昌兰村 39 岁的何伟喜
是男队的“调声头”，他带领 20名队员率先上
场，他们手勾手一字排开，左右晃耸肩，双脚
也配合手臂摆动，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愉
快的笑容。从儋州市新州镇专程赶来的郑锦
月带领女队也大方地唱了起来。

不需要任何音乐伴奏，仅凭人声原音，调声唱
起来豪壮奔放、热烈明快、韵律优美。

儋州自古就有“诗乡歌海”之称。“儋州调声发
源于西汉中后期，盛于唐宋，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
于民间。”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王晓平介
绍，作为一种稀有民歌，调声仅流传于儋州一地，
兼具竞技和娱乐性，已在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调声以儋州方言进行男女对唱，最少不低于十
人，人数不设上限，男唱女答，时间不限，以“唱倒”对
方为止。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和大年初二，农村地区
调声者动辄上千人，儋州市区中兴大街曾有数万人
上街对唱的壮观场景。

“儋州人骨子里似乎天生有诗与歌的基因，无
论是乡间老妪，还是黄毛顽童张口就来。”王晓平感
慨，调声注重押韵，一唱四句，咏叹的律动使人振奋，
从前主要是抒发爱情、寻觅伴侣，如今结合时代特征
涌现了很多新歌词。

从晚上八点到十一点，何伟喜和郑锦月两队
的对唱几乎没有停过，围观的村民也越聚越多。
郑锦月边唱边拉着记者加入调声队伍里，男女两
队一齐上台边唱边靠拢，近50人手拉手围成一
圈，边唱边逆时针转着跳。

唱完最后一曲已近零点，可大家都觉得意
犹未尽，于是男女两队组建了一个 60人的微
信群，以文字形式继续在群里对歌，也方便下
次约歌。

（据新华社海口 9月 17日电 记者凌广志
严钰景 刘博）

儋州：两千年调声古韵
悠扬唱新歌

本报讯 9月16日、17日，我省各
市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动员大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
省委主题教育各项部署要求，对第二
批主题教育进行全面动员部署，以实
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海口
准确把握目标 创新落实措施

9月 16日上午，海口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
召开。会议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
主题教育同完成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任务结合起来，同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同中央
作出的决策和省委部署开展的“两
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等结合起来，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第二批主题
教育。

会议指出，要把主题教育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
动。要准确把握目标任务，高标准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创
新落实重点措施，推动主题教育有
力有序有效开展。 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
在成效。

三亚
主题教育为中心工作服务

9月 16日上午，三亚市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
会，动员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在三亚各区和育才生态区设分会
场。会议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为主
题教育扎实开展提供有力保障。三亚
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切实履行职责，把开展好主题教育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
好。要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党（工）委、
党组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
责任，党（工）委、党组成员要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要强化督促指导，自觉在
巡回指导组的督促指导下开展好工
作；要强化统筹结合，把主题教育同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决定要
求结合起来，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使主题教育为全市中心工作服务。

琼海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9月 16日，琼海市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会
议要求，要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深刻理
解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真正做到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充分利用
好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契机，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切

实解决好当前琼海市党的建设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突出解决好形式
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使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进一步牢记党的宗旨，真正把
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
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会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以认真负责、
严谨细致的态度和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取
得实效。

文昌
解决学习不深不实问题

9月 16日上午，文昌市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
会。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上
来，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解决理论
学习不深不透不实的问题，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激发党员干
部强烈的机遇感、使命感、责任感、
紧迫感，在国际航天城的建设过程
中主动作为抓落实，在航天城建设
中闯出一条新路来。

为确保主题教育抓紧抓实，文
昌将认真贯彻主题教育“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严
格落实中央“基层减负年”、省委“政
策落实年”以及市委“营商环境建设
年”的部署，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
动作为。

澄迈
检视问题 查找不足 立行立改

9月 17日上午，澄迈县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各镇设立分会场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收听收看。会议强调，参加主题教育
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聚焦“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盯紧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
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任务，把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确保主题教
育高标准高质量开展。要坚持强化理
论武装，着力在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上
下功夫；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调查研
究、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坚持深挖细
照，着力在检视问题、查找不足上下功
夫；坚持立行立改，着力在整改落实、
解决问题上下功夫。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
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完成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任务结合起来。

定安
把自己摆进去，把责任担起来

9月 17日，定安县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会
议要求，要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检验
相结合，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结合定
安实际，把学习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发展民生事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推进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要坚持搞懂上情和吃准

下情相结合，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紧
扣“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工作要求，
聚焦定安当前存在的深化改革、产业
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瓶颈和
短板，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
以推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
果来检验工作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
和实事求是相结合，把检视问题贯穿
始终，对照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城乡
环境整治、项目落实落地等工作要求，
把自己摆进去，把责任担起来，扎实有
序推进各种问题解决。

琼中
同步推进四项重点措施

9 月 17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动员大会。琼中要求县处级以
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全程同步
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乡镇、
县直机关等领导班子参照执行，除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参照实施的
领导班子之外的党员要结合“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依托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进行，
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
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目标。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研讨、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及狠抓落实贯穿始终，深
入开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突出问
题的专题调研，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落
地。据悉，琼中印发了《琼中县“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
明确总体要求、范围对象等内容。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市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

坚持深挖细照 着力整改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初见文昌市公安局东郊派出所
所长杨保，严肃、沉稳，是他给人留下
的第一印象。因他在办案时铁面无
私，辖区群众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

“黑面所长”。
从警以来，他嫉恶如仇，在打击犯

罪的关键时刻总是冲锋在前。扎根基
层22载，他忠实履行了守护万家平安
的责任，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
突出贡献。

因工作表现突出，杨保先后两次
荣获海南省公安厅个人三等功。
2013年荣获“海南省优秀人民警察”
称号。2010年和2012年，杨保在城
南派出所任职期间，城南派出所两次
荣获“全国执法规范化基层单位”称
号。2016年，文昌市公安局东郊派
出所在杨保的带领下，荣获公安部

“一级公安派出所”和“全国执法示范
单位”称号。

这些荣誉的背后，饱含着杨
保对公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
爱，彰显着他对人民群众不变的
初心。

屡破大案要案

多年来，杨保把维护辖区稳定作
为己任，对违法犯罪活动决不手软，
多次组织民警侦破了辖区内的大案
要案。

2016年11月，全省启动开展三
年禁毒大会战。杨保带领全所民警
在辖区内开展打击毒品犯罪专项行
动。2017年3月，他在侦查工作中发
现，文昌市文城镇城区有人驾驶车辆
贩卖毒品。经排查，初步确认犯罪嫌
疑人为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该男
子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他贩卖毒品
时从不与吸毒人员面对面现金交易，
而是事先把毒品拆分好，与吸毒人员
约定好时间地点后，要求吸毒人员独
自一人前往进行交易，且该男子在分
销毒品时从不下车，车辆也不熄火，
以备随时逃跑。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警方发现
文昌的符某每隔几天就要开车前往
海口、澄迈等地。警方最终确认符某
就是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2017
年4月12日晚，杨保组织警力部署了

四组人员，成功将涉嫌贩卖、运输毒
品的犯罪嫌疑人符某在其家中抓获，
当场查获毒品K粉976.34克，缴获涉
案毒资6324元。

随着该运输毒品案件的破获，
一条从澄迈、海口至文昌的毒品运
输链条被成功斩断。同年9月，在杨
保的组织和带领下，东郊派出所再
次破获一起重大贩卖、运输毒品和
容留他人吸毒案，抓获3名犯罪嫌疑
人，当场查获毒品海洛因15.78克，
冰毒 0.79 克。两起案件的先后破
获，极大震慑了文昌地区其他毒品
犯罪行为，有效遏制了文昌地区毒
品蔓延趋势。

近年来，杨保参与打击处理各类
违法犯罪人员1200多人次，严厉打
击了各类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

“黑面所长”不讲“情面”

“有困难找杨所长，他能办成事，
但想讲情的就别找他了。”在东郊镇，
提起杨保，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位“黑
面所长”竖起大拇指。

有人说，派出所的工作，就是“上
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中间还
管互相扯皮”，看似平凡却不简单。
杨保在派出所工作多年，许多人都曾

私下托他办事情，甚至许以重金，但
是杨保不为利所诱，不为情所摇，一
直坚守着心中的公平正义。

“遇到来说情的，杨所长六亲不
认。”东郊镇上坡村委会干部黄守第
回忆说，2018年底，一位私企负责人
陈某因所建的宾馆消防安全措施不
合格，导致无法在2019年春节前开
业，于是便请人找到了杨保。“开业前
得找所长签字批准，但是刚说明来
意，就被杨所长当场拒绝了。”黄守第
说，陈某被拒绝后显得十分沮丧，而
杨保在拒绝请托后，又紧接着对其耐
心说明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严重性，
要求一定要做好消防安全隐患整
改。在杨保苦口婆心劝说之下，陈某
保证整改完毕后再营业。离开派出
所时，陈某感慨地说：“这一次我是兴
奋而来，但最后不是扫兴而归，杨所
长让我心服口服。”

多年来，杨保恪守职责，秉公办
案。在他的带动下，全所民警在执法
过程中严格执法，坚持做到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以身作则，
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对发生
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予以依法打击
处理，不搞态度执法、关系执法、人情
执法。

（本报文城9月17日电）

文昌市公安局东郊派出所所长杨保：

扎根基层22载护一方平安
寻找海南“最美基层民警”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发烧了如何判断
是不是感染登革热

随着防控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
登革热是一种经过蚊子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但是
有人提出疑问：一旦近期有发烧症状，怎样才能知
道自己是不是传染了登革热。省卫健委提示：

登革热防控知识

1

2

3

4

5

登革热只通过伊蚊的叮咬传播，而不
会由人直接传给人。如果没有被蚊子叮
咬过的经历，那么感染登革热的可能性就
不大。登革热引起的发烧一般是高烧，即
迅速发热伴畏寒现象，体温可在 24～36
小时内达39℃～40℃，而且体温常持续一
周不退。这与普通的发热是不太一样的。

登革热有“发红”现象，也就是脸部、
颈部、胸部及四肢皮肤发红，貌似“酒醉
状”，甚至出现眼结膜充血、浅表淋巴结肿
大、牙龈等无端出血等。

登革热还有体痛症状，也就是患者通
常伴随较强烈的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和
骨骼痛，整个人觉得疲乏，甚至有恶心呕吐。

登革热在常规检查中可以发现白细
胞和血小板下降。有的患者还可能出现
拉肚子、肚子痛等消化道症状。

登革热还会出现皮疹，主要以麻疹样
和出血性皮疹为主。发烧后如出现以上
症状，且近期曾到过登革热疫区，那么就
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登革热，及时到医
院进行相关检查确诊。 制图/陈海冰

（本报记者 马珂 整理）

◀上接A01版
四是高房价很难吸引人才，不利于年轻
人创业就业、安居乐业。五是干部队伍
也很难得到锻炼、增长才干。“去房地产
化”有利于干部解决本领恐慌，提高做好
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可见，如果不严
控房地产，海南现在经济指标会更“好
看”，但后果严重、后患无穷。

正因如此，4 年前的海南，才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严
格调控房地产、破除“房地产依赖症”
这条路。

海南防止历史重演、严格调控房地
产、破除“房地产依赖症”，不是突然“拉
闸断电”，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从2015
年开始，海南决策层抓住一个个有利时
机，谋定后动，蹄疾步稳，悄然破局。

2015年，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确
定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一”
改革试点。海南牢牢把握住难得的历史
机遇，突出海南的生态优势和特色，把生
态底线的要求贯穿于“多规合一”的全过
程，从规划源头上抓起。2016年，海南根

据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断然实行房地
产“两个暂停”调控政策，进一步加强房
地产市场管控，鼓励和引导住房消费，积
极消化商品房库存。

2017年，海南又出台新的市县发展
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取消中部12个市县
的地方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
考核，规定五指山市等 4 个市县的普通
商品住宅不得向本市县以外居民销售，
把生态环境保护同时立为负面扣分和一
票否决事项，彻底扭转了简单以GDP增
长率论英雄的政绩导向。

“两个暂停”和取消中部 12 个市县
GDP考核等政策的出台，被外界誉为摆
脱房地产依赖的壮士断腕之举。通过这
两项有力举措，海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
房地产业的势头被初步扭转，房地产业
也一改“虚火上升”的过度开发、过度发
展的局面，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注重品质
的健康发展。

2018年，海南又出台新一轮房地产
市场调控政策，对商品住宅实施全域限
购，同时着力推动保障性住房、人才房、
改善性住房等建设，鼓励旅游地产、商业

地产健康发展，建立和完善房地产长效
机制。

一步紧跟一步，一轮严于一轮，用最
严格的举措防范炒房炒地投机行为，实
施更加严格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手段，
海南有效地稳定市场预期，确保房地产
健康稳定发展。

理念决定行为，行为折射理念。房
地产调控大招频出、力度空前，是海南用
实际行动践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必然选
择，是海南用实际行动践行高质量发展
要求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理念的必然结果，更是海南用实际行
动践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的必然作
为。

发展行稳致远，重在更高
质量更可持续

断腕之后，必然会带来一些阵痛。
如果不严控房地产，海南现在经济

指标会更“好看”，但后果严重、后患无

穷。对此，海南保持定力，严控房地产业
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决策层清醒地认
识到，虽然新旧动能转换过程比较痛苦，
但是这种阵痛是必须的。正如习总书记
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方式转
变、经济结构调整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可
能轻轻松松完成。今天不付出代价，未
来将付出更大代价。”“只有加快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打开
新局面。”

令人惊喜的是，当前，海南经济旧的
动能调下去了，新的动能加快培育，总体
效果令人鼓舞。

以数字为证。今年 1-8 月，在房地
产销售面积下降 52%、房地产销售额下
降 50%，再加上国家减税降费的大背景
下，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速为5.4%，
没有出现因为房地产调控而导致经济大
起大落的情况。

根据专家预计，到明年一季度末，
旧动能下调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将基
本释放完毕，新动能的红利将进一步
累积，海南的经济将进入良性发展的
轨道。

虽然房地产业下降给海南经济发展
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借此良机，海南
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正在将旅游业、互联
网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海洋产业等
培育成为千亿元产值的产业，并以国家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国家热带农业科学
中心、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航天领域重
大科技创新基地“五大平台”为支撑，以
十二个重点产业为着力点，大力发展会
展、健康医疗、金融、航运、教育、文化、体
育等重点产业，加快推动海南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

数据最有说服力。
据统计，2018年海南省互联网业、医

药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等重点产业增加
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超过60%，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近 70%；纳税总额是 2015
年的1.5倍，占全省税收的七成以上，成
为海南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多管齐下的结果，是海南经济对
房地产的依赖度逐步降低。2017 年海
南房地产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是 46.01%，2018 年降低到了 35.49%，

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海
南经济的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正在被
消减。

从今年1月至6月投资结构来看，全
省非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
56.03%，较去年同期提升 5.35 个百分
点。分市县来看，全省有 16 个市县（开
发区）非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
重在 50%以上，其中，有 5 个市县（开发
区）占比超 80%。全省非房地产投资占
比继续提高，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固定资
产投资逐步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良好运
行态势。在投资占比提高的同时，非房
地产的发展新动能在不断集聚释放。今
年上半年，我省非房地产新开工项目规
模明显扩大。新开工项目持续发力，投
资后劲显著增强，将有力助推海南自贸
试验区、自贸港建设，加快经济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一种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局面，
正在海南呈现。海南，对避免历史重演、
抓住历史机遇、推动海南发展行稳致远
充满必胜信心。

防止大起大落 确保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