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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一
投集团成立的31周年。沧桑巨变
振奋人心。”蒋会成在座谈会上感
慨，“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投集团能屹立于海南这方改革
的热土，必须要感谢党和国家。如
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党和国家在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伟大决策，
就没有一投集团的诞生。”

蒋会成对党和国家以及时代
的感恩发自内心。伴随着国家宣
布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春雷”，
1987年12月25日，刚从合肥经济
管理学校毕业、年仅19岁的他毅然
决然踏上海南的土地，怀揣着200
元钱和500斤粮票成为“十万人才

下海南”中的一员，弹指一挥间已
经扎根海岛耕耘了31年，公司发展
成为了根深叶茂的集团企业。

1992年，一投集团创业具备了
一定规模和效益，在谋求更大发展
时，恰逢海南在全国首创打破企
业所有制的界限，实行企业股份
制改造。当时申请股份制改革的
门槛并不高，在很多人没有弄懂
什么是“股份制”的时候，一投集
团意识到其背后的重大意义，赶
上了股改“末班车”，完成股份制
改造，成功募集资金 1.24 亿元！
在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下，搭上
了时代的东风。

1993 年，一投集团直接挑战
“高难度动作”，建设当时海南规模
最大、档次最高的百货商场望海商

城（即“第一百货”）。最终建成也
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一投集团的
政策支持，将首届海南经济贸易洽
谈会的地点选在望海商城。一投
集团也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期待，
1994年11月25日，第一百货隆重
开业，洽谈会如期开幕。

在“第一情结”下建成的第一
百货是当时海南最大最好的单体
百货零售商场，提升了海南百姓
的生活质量，成为上世纪九十年
代海口人的集体记忆。同时，政
府部门、市场机构和个人都希望
把最重要的活动安排在这里，第
一百货也成为了海南对外交流的
重要平台，成为了那个年代里海
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繁荣发展的
重要促进者。

一路芳华三十一载 砥砺奋进续写新篇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发展纪实

当《歌唱祖国》的音乐响
起时，全场老党员和老干部
的眼神中似乎迸射出光芒，
这首歌曲于1950年创作，与
新中国几乎同龄，旋律与歌
词随着他们人生中无数次的
听与唱早已深入骨髓，虽然
歌声不复洪亮，但是激情与
动容不减当年……

9月25日上午，海南第
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一投集团）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暨老干部座谈会
在海口举行。海南省非公经
济组织综合党委书记黄琅、一
投集团董事长蒋会成，与数十
名原海南商业局、省商业集团
的老干部、老党员欢聚一堂，
以“迎国庆、忆初心、永感恩”
为主题共庆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共话企业发展。

“蒋会成董事长专门安
排了今天的座谈会，表示与
省商业集团的老党员和老干
部共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
有意义，因为省商业集团拥
有69年的历史，见证了新中
国的发展，在座各位是改革
开放和海南建省的亲历者，
是国家发展的建设者！”一投
集团领导深情地开场道。

这场充满激情和温情的
座谈会洋溢着对新中国成立
7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祝福，
也饱含了一投集团31载听党
话、跟党走，对党对国家的恩
情和对时代眷顾的感激。

2008年，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前夕，各大房
地产商争相涌入海南。当时有人猜测，正急于
寻找新增长点的一投集团会“押宝”房地产业。
然而，最后的结果无人料到，经过一番深思熟
虑，一投集团管理层做出重大战略决策：转型医
疗大健康！

创立20年来，一投集团深知基业长青的核
心是听党话、跟党走，在政府指引的方向上为海
南解忧，为民众谋利。一投集团判断，随着人们
对健康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医疗产业将迎来
飞跃式发展，加上国家对社会资本办医的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民营医院的春天已经到来。

转眼11载已过，一投集团从医疗健康领
域的门外汉一跃成为海南医疗健康领域的明
星，打造了海南省肿瘤医院、颐养公社等知名
医疗和康养机构。海南省肿瘤医院对标国
际，结束了海南省没有肿瘤专科医院的历史，
成为国内外人士了解海南医疗水平的“打卡
地”，开院4年为患者提供的服务人次增长迅
猛，同时仍在加大医疗人才和先进设备技术
的引进。

光鲜的背后，除了自身付出的极大努力
外，还离不开政府的全力支持。医院属于重
资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民企的资金实力和
实干精神提出巨大的考验。各级政府在政策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省卫健委积极协助，开
院第一天为医院接通医保，还帮忙牵线天津
肿瘤医院和广州中山肿瘤医院，促成对海南

省肿瘤医院的互助帮扶……
2013年，中央宣布在琼海博鳌建设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一投集团积极响应，建
成的成美国际医学中心成为先行区第一家开
业机构，在国内医疗机构中历史性引进了默
沙东的抗癌药物PD1。省政府肯定一投集团
的诚意与努力，2018年确定相关方面与一投
集团合作，创新模式打造共享医疗平台，引进
17名院士专家团队，成为国内外医疗健康界
的焦点。

今年，一投集团启动了海南省肿瘤医院
二期项目，参加了海南省自贸区建设项目的
集中开工仪式，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一
投集团在海南大健康产业的规模，扩大其在
高端医疗领域的影响力，提升海南的医疗服
务水平。

三十一载栉风沐雨，三十一载砥砺歌
行。一次次进取的背后，是一投集团践行“善
行天下，惠泽民生”的企业使命，是对“人是我
们的第一投资”企业理念的坚守，更是对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
一初心的坚定追随。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一投集团起誓，将继续响
应党的号召，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
在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宏伟蓝图上续写
新篇章，为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贡
献最大力量。

“潮涌神州，改革开放，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企制改（国企改
制）中蒋会成董事长勇于担当，默
默奉献谱忠诚。”座谈会上，自称

“八零后”，曾在原海南省商业局任
处长的85岁的蔡焕珍代表海南省
商业集团全体老干部将挥毫作品
赠与蒋会成，真情抒发了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对党和国家的感恩，
同时感激雪中送炭、21年持续关怀
省商业集团老干部的一投集团。

“当年省商业集团在海南影响
力巨大，自行车、照相机、缝纫机和
手表等紧俏商品都由我们供应。”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巨大
成就的同时，海南省商业集团原总
经理莫航和老干部们共同“忆往昔
峥嵘岁月”。

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省商业集团计划经
济时代的经营方式和僵化的管理
模式，致使其3年连续亏损1100余
万元，数千人工资没有着落，业务
停滞，急迫寻找出路。后经省政府
批准，原省商贸经济合作厅决定借
市场之手启动国企改制，希望能借
助民企的灵活机制，重新激发这家
老国企的生命力。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企改革
是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一个篇章，对
于中国当时的改革来说既是痛点也
是难点。省商业集团是海南经济建
设史的一颗明珠，面对国企改革，老
党员老干部从经济发展全局出发，
不顾自身的利益得失，坚决听从党
的领导，支持国家的改革和发展。

当时一投集团主动请缨，与省
商业集团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在

省政府和原省商贸经济合作厅的
信任下启动兼并工作，果断注资并
以职工们公认的最优方案安置人
员，通过改革使得当时危机四伏的
海南省商业集团再次焕发生机。
此后21年，一投集团无微不至地关
心省商业集团老干部、老党员，主
动与他们分享企业发展红利，这一
坚持已成为佳话。

在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下，兼并
海南省商业集团后，一投集团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陆续重组珠海证券
公司和兼并海南省粮油进出口公
司。随着时机成熟，2000年3月一
投集团启动了上市工作，最终于
2002年8月迎来沪市敲钟的高光
时刻，5000万股A股挂牌上市，成
为亚洲金融危机后海南商业类上
市企业第一家。

把握机遇，乘势腾飞A

B

C
一投集团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老干部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和老干部亲切合影。

勇于担当，不负期许

继往开来，践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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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9月28日电（记者徐
慧玲）9月28日，教育部中小学名师领
航工程吴爱姣中学英语名师工作室授
牌仪式暨主题论坛活动在海南中学三
亚学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
家与省内外中学英语名师齐聚一堂，
开展为期2天、主题为“聚焦思维培
养，创新教学设计”的研修活动。

据悉，2018年，教育部启动了首期
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从全国遴选出
中小学各学科名师129名，以名师工
作室为载体，进行为期三年的在职连
续培养，旨在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大
社会影响力、能够在基础教育事业中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教育家型教师。

我省共有两名中学教师入选教

育部“国培计划”名师名校长领航工
程首期名师领航班，海南中学三亚学
校副校长、省中学英语特级教师吴爱
姣位列其中。教育部中小学名师领
航工程吴爱姣中学英语名师工作室
共有13名核心成员，该工作室导师
及学员遍及海南中、南、西、北片区。

“我们将围绕国内外外语教育教

学领域的先进理念，通过理论学习、
教学实践等活动，提升工作室成员的
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成长为教学
风格鲜明、教学特色凸显的区域中学
英语学科带头人。”吴爱姣说，工作室
还将举办支教帮扶等活动，发挥学员
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助推我省
中学英语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名师领航树教学标杆
教育部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吴爱姣中学英语名师工作室在三亚授牌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国庆黄金周近在
眼前，即将正式开启的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也备受期待。海南日报记者
9月28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假日期
间，我省景区、酒店、免税店等涉旅企
业纷纷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餐等优
惠措施，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体
验，进一步提升国庆黄金周旅游市场
热度，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的开局
营造良好氛围。

日前，我省召开海南国庆假日旅
游市场综合监管暨旺季动员电视电
话会议，表示将支持各网站和OTA

平台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和产品，引导
景区景点、住宿餐饮、旅行社、在线旅
游企业等开展多种惠民服务，推出优
惠套餐，针对学生、教师、老年人以及
本地居民等特定人群推出限时优惠
政策，对旅游团队、家庭出游等推出
团队特色优惠活动。

为积极响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年，国庆黄金周前夕，我省多家旅游
景区纷纷推出了门票降价或免票等
优惠措施。如南山文化旅游区、观澜
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海南呀诺达
雨林文化旅游区在国庆期间均有多
种形式的门票优惠；海南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长影环球100奇幻乐
园、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等向生日在
国庆期间的游客提供免费门票；兴隆
热带植物园、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也
对持有海南身份证的游客推出了优
惠门票；“学习强国”积分达到3000
分以上可免费入园三亚大小洞天旅
游区，积分大于等于1949分的游客
也可免费兑换鹿回头风景区单张门
票入园。

与此同时，三亚悦澜湾绿地铂瑞
酒店、三亚亚龙湾万豪度假酒店、三
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三亚喜来
登度假酒店等各大酒店也推出了一

价全包、亲子套餐等优惠活动，让游
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

记者了解到，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年于10月1日正式开启后，我省还将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引导全省航
空公司、景区、酒店、旅游综合体、免税
店等市场主体每月推出不同主题的
消费惠民措施，开展打折季、促销季、
优惠季等各类旅游消费季活动；组织
全省景区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景区淡
季免费开放等优惠，酒店推出“机票+
酒店”“酒店+景区”“酒店+游乐”等套
餐，旅游综合体推出各类游玩套票，
免税店推出优惠券、购物券、折扣券

等促销优惠，邮轮和航空公司联合推
出“邮轮+机票”等优惠套餐。

此外，我省还将在免税、商超、夜
市餐饮、汽车、网上零售、名特优品、
家电、农产品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应季
消费、实惠消费、品质消费等主题促
消费活动。组织开展免税购物嘉年
华、美食购物嘉年华、家电“以旧换
新”、海南名特优品采购大会、汽车展
销会、网络促销、“农产品进城、工业
品下乡”等打折促销活动；组织海口
日月广场、美兰机场航空旅游城、三
亚一号港湾城等大型商场开展一系
列主题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活力。

门票减免、优惠套餐、限时特惠……我省旅游企业备战国庆黄金周

一大波优惠来袭，“十一”到海南尽情嗨

深化“快准实好”作风优化营商环境

洋浦3个月解决
企业65项诉求

本报洋浦9月28日电（见习记者李豪杰 特
约记者郝少波）9月27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召开
深化“快准实好”作风建设会议。洋浦工委号召全
区干部转变作风，让“快准实好”成为洋浦的一张
标签，成为洋浦人的一个烙印，打造洋浦品格，优
化营商环境。

今年6月起，洋浦开展转变干部作风活动，7
月中旬启动落实“快准实好”作风专项巡察，干部
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6月至8月，洋浦干部转变
作风活动深入企业，及时解决了企业65项诉求。
会议决定持之以恒推动“快准实好”作风形成风
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强化拼搏意识，拿出“一
天当三天用，不惜脱几层皮”的干劲；强化创新意
识，提升创新能力，确保将“快准实好”要求高标准
落实到位。

洋浦工委主要负责人说，梦想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要担当起重大使命，必
须让每一个干部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弘
扬和践行敢闯敢试、改革创新，胸怀全局、开放包
容，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艰苦创业、团结奋进的洋
浦精神，早日让洋浦发展腾飞起来。

本报讯 朴树、郝云、零点乐队、番
茄市长……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
乐节，将于11月9日至10日在海口上
演，届时将有22组国内知名音乐人空
降椰城，为广大音乐迷带来一场震撼
人心的摇滚音乐盛宴。

为培育和壮大海南本土音乐节
庆品牌，营造良好文化娱乐消费氛
围，丰富海南文化旅游内容，助力海
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经过精心
谋划，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口市人
民政府决定共同打造海南最具影响
力的音乐节——2019海南红珊瑚国
际音乐节。

“老牌艺人和新生力量相互补充
的摇滚乐队阵容，每天8小时不间断
演出，音乐不停，惊喜不断。”活动主
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音乐节
依托国内老牌音乐节导演团队为核
心操盘，音乐节艺人阵容空前强大，
不仅有朴树、郝云、面孔、唐人街、天
堂乐队、零点乐队等知名品牌音乐

人，也有鹿先森、王喂马、番茄市长、
夏日部落、葡萄不愤怒等新生派实力
音乐人。

据悉，本届音乐节将于11月 9
日至 10日在海口海马文化广场举
办。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场地，将布
置成为集合吃、喝、玩、乐于一体的超
级盛宴，除3个舞台区外，还将设置

先锋艺术区、美食体验区、体育互动
区、VIP休息区、休闲娱乐区、汽车展
示区、充电续航区等体验互动及展示
区域，尽可能提升现场观众的时尚消
费体验感受。此外，主办方还将与知
名啤酒厂家合作，以“电音+啤酒”模
式，打造独具特色的海岛啤酒文化体
验区。

“欢迎社会各界以不同形式参与
本届音乐节，共同打造我省文化新名
片。”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音乐
节将按照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标
准和原则，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出一条
区别于国内现有音乐节的发展路子，
努力打造成为我国南方具有强大影响
力和知名度的音乐节品牌。 (柳莺)

关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海南红珊瑚音乐节11月9日-10日海口上演
朴树唐人街等22组音乐人将带来摇滚音乐盛宴

我省组织70余亿元商品
供应国庆黄金周市场
◀上接A01版
海口市将于9月30日前，完成3000吨蔬菜储备
任务，根据市场需求投放应急储备菜，保障老百姓

“菜篮子”供给。
9月26日，我省商务部门对国庆前期超市、

农贸市场等市场供应及货源准备情况进行摸底
检查，走访了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海口国兴
大润发超市、海口美苑农贸市场。从检查情况来
看，目前我省农贸市场、超市、蔬菜批发市场供
应充足，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运行平稳。其中，
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积极动员蔬菜批发商户，
加大节日期间蔬菜日调运量，增加产地蔬菜储
备，确保节日期间每日至少1300吨的蔬菜供应
市场。海口国兴大润发超市提前做好节日市场
供应保障工作，策划打折促销活动，满足市民购
物需求。

根据监测，节前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涨少跌多。9月26日，省商务厅重点监
测的粮、油、肉、菜、禽、蛋等6个品种2涨4跌，价
格波动幅度均在2%以内。蔬菜价格小幅下降，
猪肉价格小幅回落。

儋州首个不动产登记
便民服务点挂牌

本报讯 9月 27日上午，儋州市
首个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在工行儋
州分行挂牌启用。这是儋州市自然资
源与规划局优化营商环境，优化个人
贷款抵押登记流程，为企业和市民提
供不动产抵押咨询、贷款等业务提供

“一站式”服务的新举措。该局与工行
儋州分行合作，采取“不动产登记+金
融服务”合作模式，实现金融信息与不
动产抵押登记信息共享。 （林书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