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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在
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6日给澳门
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位老人回信，向他们表示亲切
问候和勉励，并祝全国的老人们
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看到
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十年前在
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得知你
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
实快乐，我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作为新中国的
同代人，你们见证了国家几十年
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两制”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
自己是中国人感到由衷的 骄
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同
胞的心声。希望你们坚持老
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多向
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
故事，鼓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
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

美丽。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

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专业的老
年人服务机构。2009 年 1 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澳
门期间，曾到中心亲切看望。
近日，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 位老人给习近平写信，讲述
了澳门回归后的发展变化，表
达了深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
的心情、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
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
向全国的老人们致以重阳节的祝福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全体
成员：

你们好！看到你们的来信，我想起
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得
知你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
快乐，我很高兴。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证了
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两
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己
是中国人感到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也

是广大澳门同胞的心声。希望你们坚持
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多向澳门青年
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励他们把爱
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美丽。

重阳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
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9年10月6日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回信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杨帆）海南日报记者10月
7日从省商务厅获悉，我省采取系列
举措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和促进
消费工作，国庆黄金周期间全省市场
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10月1日
至7日，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
4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2%。

黄金周期间，我省消费品备货充
足，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各大
型商场、超市、旅游景点等主要消费
场所节日氛围浓郁、商品需求旺盛、
市场秩序良好。

省商务厅提供的监测情况显示，
黄金周期间，全省各商场、超市、农贸
市场的粮、油、肉、禽、蛋、蔬菜等主要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未出现断档、脱
销等情况，市场价格总体运行平稳。
10月7日我省重点监测的6种主要生
活必需品价格对比黄金周前期“2涨4
降”，涨跌幅度在-2%－1%之间。肉
类价格小幅回落，精瘦肉零售均价比
节前下降1.02%；蔬菜价格小幅下降，
蔬菜零售均价比节前下降1.87%。

根据节日市场特点，我省商贸流

通企业按照商务部门要求，积极组织
适销对路产品，适当增加商业库存，
重点保障粮、油、肉、菜、蛋等主要生活
必需品的市场供应。黄金周期间，全
省共有17大类6万多个商品投放市
场，商品供应货值74.7亿元，同比增
长6.71%。全省商贸企业抓住节日有
利时机，充分利用2019年全省美食
购物嘉年华活动平台，精心策划形式

多样的促销活动。
我省通过启动生猪储备投放市

场机制、推动生猪补栏、完善平价菜
店布局、加大外地菜调运力度、完善市
场价格监管机制、整合资金投入支持

“菜篮子”等措施，确保我省猪肉、蔬菜
价格和供应的稳定。其中，全省主要
农副产品经营企业加大各类货品市场
供应量，黄金周期间我省主要蔬菜批发

市场蔬菜日均供应量2393吨。为确保
猪肉市场供应稳定，我省已于8月25日
启动省级冻猪肉储备投放工作。海口
黄金周期间试行对进岛瓜菜过海运输
费用给予全额补贴，海口罗牛山屠宰
场、茂亦屠宰场免除了屠宰管理费和到
场检测费，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平价菜
销售网点进社区、进小区共154个。

从消费特点看，黄金周期间，品
质消费、旅游休闲、特色美食等为节
日消费亮点。免税购物受欢迎；餐饮
消费火爆，夜间经济成新消费增长
点；旅游消费活动丰富，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年活动正式启动，助推我省消
费持续稳定增长。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国庆黄金周市场物丰价稳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7.8亿元，同比增长7.2%

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特约记者 秦海灵 通讯员 陈欢欢

10月6日晚8时许，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上安乡长安村灯亮如昼，荷
锄归来的村妇们踩着准点敲响的锣

鼓声唱起山歌。距离舞台不远处的
村委会会议室里，村“两委”干部与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们相向而坐，正围
绕推动“气代柴薪”工作展开一场别
开生面的“乡村夜话”。

歌声与交谈声在村庄上空交织，

仿佛暮色下的一曲“交响乐”。“要是
前几年来我们村，大概只能听到搓麻
将的声音。”长安村村民王春兰笑道，
如今村里民风变了，人心齐了，大伙
儿都忙着发展产业奔小康。

类似于长安村的“改弦易调”，在

琼中的黎村苗寨并不鲜见。以基层
党建为抓手，琼中充分发挥党员带头
作用与群众主体力量，把握好乡风文
明与产业富民的辩证关系，着力将乡
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转作风，党群拧成一股绳

9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吊罗山乡
什插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气氛热
烈，村“两委”班子、帮扶干部及各村
民小组组长围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
语地讨论着村庄发展的大小事务。

“一些村民不愿拆旧，三番五次
上门劝说都不管用，我们是不是得采
取点强硬措施？”六十千村村民小组
组长陈政功侧着头认真聆听，突然间
打开了话匣子。

原先开会请都请不动的“刺头”，
现在不仅按时按点来了，居然还敢啃

“硬骨头”了——眼前的这一幕，引得
什插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林小煌思
绪万千。他还记得，工作队2月底刚来
什插村时，最犯愁的就是开会，要么喊
不动人，要么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
调，整个村级党组织如同一盘散沙。

为了找准症结，工作队对村里的
党员干部进行逐个分析，走家串户征
求建议。

“一连几天拎着菜去陈政功家里
‘蹭饭’，一来二去间他也终于交心谈
心，端正了原先自由散漫的工作态
度。”林小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通过
挨个“把脉送药”，什插村对村级党组
织软弱涣散问题进行“集中式”整顿，
同时将党组织活动阵地向村民小组
延伸，为无职党员合理设岗定责，重

新焕发基层党建新活力。
党员干部思想上加了“油”、补了

“钙”，也潜移默化影响着村民们。几
天前，什插村村民黄兴广建在村道边
的简易洗澡间，被村干部指出“影响
了村庄人居环境”，他二话不说便主
动配合将其拆除。

虽说有些损失，黄兴广却坦言自
己拆得值，“以前觉得村干部们说话
没威信，凡事就爱跟他们唱反调。可
现在他们和群众一条心，我们主动配
合工作，受益的也是自己。”

正民风，提振群众精气神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里，上安乡
长安村文艺队的队员们几乎一忙完
农活，就往村里的小广场上跑。

“大伙儿自己排了几个节目，想着
在村里办‘村晚’，好好热闹一番。”10
月7日晚，文艺队队长王春兰站在村口
扯着嗓子一喊，“呼啦”一下便涌出十
多位姑婆婶娘，迅速聚集站好了队形。

曲是自己编的，歌词是临场发
挥，就连舞蹈动作也来源于日常的劳
作场景，整场表演充满原汁原味的

“土”味，引得台下一阵阵喝彩。“以前
一到晚上，村里几乎家家户户关门打
麻将。”王春兰说，自从村里成立了文
艺队，邻里之间关系越来越融洽，无
形中也改变着村民们的精气神。

驻村短短半年时间，长安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龙著波明显发现，不
仅越来越多的村民从“牌桌”走向舞
台，其他不正之风和歪风邪气也越来
越少。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6版）

琼中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与群众主体力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一手振人心 一手兴产业
市县融媒行——琼中宣传周

码上读
扫码看高清美图感受琼中变化

琼中县城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国庆黄金周全省出入境
人员5.09万人次
同比增长24.3%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朱雯娴）
海南日报记者10月7日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了解到，10月1日零时至7日18时，海南全省口岸出
入境人员5.09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其中美兰边
检站2.63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凤凰边检站2.34万
人次，同比增长43.8%。全省59国免签来琼入境人员
达9050余人次，同比增长29%。

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采取
多项措施确保全省口岸平安顺畅通关：一是提前做好
与航空公司、旅行社等单位的客流高峰预警通报，主动
公布口岸客流信息变化，提醒出入境旅客合理规划通
关行程；二是实时关注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动态，根据旅
客流量实际变化动态调整，采取“提前加开通道”“蓝色
提示线”，配足旅客生物信息采集前置一体机等措施，
提高口岸通关效率；三是在客流高峰时段开足验证通
道，引导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入境，确保中国公民通关
候检不超过30分钟，并不断提高外国人通关效率；四
是加大口岸现场监护、引导、咨询等岗位警力投入，帮
助出入境旅客提高指纹采集及通关效率，积极为需要
特殊照顾的老人、儿童以及其他行动不便旅客提供人
文关怀和通关便利；五是在航班高峰期增派接机人员，
组织航空公司、旅行社配合做好信息录入、人员通关、
沟通翻译等各项工作，提升飞机上下客及清舱效率。

本周琼岛大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董立就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者10月7日上午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预计本周10月7日-9日、13日，海南岛大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北半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到
暴雨；10日-12日，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

陆地方面：10月7日-9日，受偏东暖湿气流影响，
海南岛全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北半部
地区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全岛最高气温28-32℃；
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0-22℃，其余地区23-25℃。

10日-12日，受东到东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
天气为主，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阵雨。全岛最
高气温29-33℃；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0-22℃，其余地
区23-26℃。

13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
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略有
下降，全岛最高气温27-31℃，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 本报记者 李磊 王玉洁 陈卓斌
通讯员 雷辙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
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
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10
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意义，深刻阐明新中国70年创造的
人间奇迹，豪迈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未来。连日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界引
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站在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奋进力
量，立足自身岗位，书写出更新更美
的时代篇章。

作为我省4名劳模界代表之一，
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三区科主任曾
敏受邀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庆祝活动，并在现场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听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时，同万
千中华儿女一样，曾敏倍感骄傲和
自豪，也越发觉得祖国取得的伟大
成就是无数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奋斗
的结果。曾敏说：“受邀参加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是一份崇高
的荣誉， 下转A02版▶

凝聚奋进力量 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肉类价格小幅回落，精瘦肉零售均价比节前下降1.02%
蔬菜价格小幅下降，蔬菜零售均价比节前下降1.87%

黄金周期间，全省共有17大类6万多个商品投放市场，商品供应货值74.7亿元，同比增长6.71%

10月7日

视频拍摄/陈元才 剪辑/李玮竞

海口多措并举应对客流高峰

让旅客平安快速返程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邓海宁 邵长春 郭萃

通讯员周婧）10月7日是国庆黄金周最后一天。为应对
返程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环岛高铁海口东站
及各港口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确保旅客顺利返程。

机场：增开值机柜台
当天上午8时许，正是返程客流早高峰的时间，海

南日报记者在美兰机场国内候机楼出发厅看到，这里
早已迎来了大批返程的旅客，大厅虽一片繁忙，但秩序
井然。

“在今天上午客流高峰时段，机场国内候机楼的
74个值机柜台和24条安检通道全部都开通了。”美兰
机场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云蕾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美兰机场还现场引导无托运行李的旅客使用自
助值机柜台办理登机牌或使用“无纸化通关”出行
服务，直接进行安全检查，减少旅客现场排队等候
时间。

此外，美兰机场还在航班数量已固定的情况下，积
极协调航空公司在海口至北京、海口至长沙、海口至西
安、海口至重庆、海口至太原等热点航线上投入更多宽
体客机，满足更多旅客的出行需求。

高铁：增加列车开行对数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公司了解到，10月1日

至7日，海口东站共计发送旅客18.2万人次，客流高峰
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发送旅客达到3.69万人次，再
创历史新高。

10月7日10时30分，环岛高铁海口东站候车室、出
站口处人头攒动，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