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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洪义乾，听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拓展农民就
业增收渠道。支持农民就近就业创
业，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让返乡农民
工能打工、有收入”，很是激动。“这
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他说。

今年春节，洪义乾一天也没休
息，每天带着村“两委”干部巡村，
挨家挨户排查，要求村民们全部待
在家中，农家乐、民宿都不允许开
门营业。趁着疫情带来的空档期，
洪义乾还带领村民加快该村官良
村民小组古法豆腐坊、根雕展览馆
的建设。洪义乾说，施茶村将坚持
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
收入渠道，让村民们的收入从过去
的“种植养殖业+外出务工”，变为

“外出务工+家门口务工+特色农

产品种植+旅游服务+土地或民房
入股分红+农业电商”，让大家的
小康之路越走越稳健。

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飞鹰
大队大队长冯晖以及全体飞鹰大
队成员取消春节休假，坚守一线岗
位，全力做好打击违法犯罪与疫情
防控工作。其间，冯晖带领干警们
根据确诊患者的行踪轨迹，排查密
切接触者。虽然这项工作又苦又
累且极具危险性，但飞鹰大队没有
一个人请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
依法打击各类犯罪，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对此，冯晖表示，飞
鹰大队会继续坚持政治建警、改革
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履行好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
命。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

对于这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海南各界人士深有感触——

特别的报告 特别的力量
5月22日上午9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开始，报告就提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
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报告中还提到了广大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科技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新闻工
作者、志愿者等。对于这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报告，曾经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海南各界人士深有感触。

抗疫英雄

医务人员
发扬抗疫精神 当好百姓健康守门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
幕前，全体与会人员默哀1分钟，
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看到这
一幕，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党委书记顾硕的心情久久难以
平静。

作为一名驰援武汉的医务人
员，顾硕深刻感受到在这场疫情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也见证了来自各行各业
的人们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他
深深感受到目前疫情防控取得的
重大战略成果来之不易。从武汉
归来，他表示将继续发扬抗疫精
神，带领该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不断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为全省妇女儿
童健康保驾护航。

“在战‘疫’中，党和国家始终
坚持将人民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
对所有病人应收尽收。在国家危
难之时，全国人民不计个人利益勇
往直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海南
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护士长蔡小
芳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大
幅提升防控能力，坚决防止疫情反
弹”，“我会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
不达最终胜利，绝不放松！”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当中
所暴露的一些问题、短板弱项，这
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措施，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也不回避问题和挑战。”海医二
院热带病（感染病）科主任杜永国
说，在习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亲自指
挥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为全世界树立了抗疫的重要榜样。

志愿者、记者
行动诠释初心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疫”线奋战百余天，陵水火
车站志愿服务队12名队员在进
出站口和安检口为旅客做好体
温测量、信息筛查等服务，在“出
入关”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90后”志愿者、志愿服务队队长
庄丽敏与队友们集中收看了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直播。她激动地说：“作为一名
志愿者，深感重任在肩，我将继
续坚守战“疫”一线，做好志愿服
务工作，为夺取疫情防控最终胜
利贡献力量。”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
去。”疫情发生后，海口志愿者陈
小英选择“逆行”，每日身着厚厚
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背起30
余斤重的喷雾器，对海口市兵工
大酒店隔离留观点进行全方位、

无死角的病毒消杀。近4个月没
回过家的陈小英，用责任和担当
助力构筑“健康屏障”。陈小英
说，志愿者有信心和更有决心把
这个仗打到底，用实际行动诠释
志愿者的初心和使命。

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海南日报记者孙婧奔
赴湖北抗疫一线，践行着新时代
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她以战
士的姿态，多次深入新冠肺炎定
点收治医院采访。孙婧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为一名新闻工作
者，她要不断提升脚力、眼力、脑
力和笔力，忠实记录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进程，采编更多有思
想、有品质、有温度的新闻作品，
为加快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基层干部和民警
始终坚守“战位”守护平安促发展

■ 本报记者 马珂 计思佳 昂颖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昌江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耀科

“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多处提到脱贫攻坚，报告中
提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
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6%，这是人
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伟大成就。”昌
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山竹沟村驻
村第一书记肖修宏说，作为“十三
五”贫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亲身
到参与到这场与贫困作斗争的伟
大事业中，他深感荣幸、自豪。

肖修宏工作的山竹沟村是

一座黎族村庄，经过多年的发
展，贫困发生率由最高时的
21.8%降到0，虽然贫困人口已
全部脱贫，但消除贫困是一项
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艰巨任务，
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教
育扶贫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
精力。

“5月17日，我省召开全省继
续‘背水一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收官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誓师
大会，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
定性基础。”肖修宏表示，下一步，

他将跟其他驻村工作队队员一
起，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定
点帮扶单位海口海关的大力支持
下，巩固脱贫成果。特别是对因
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农户，要加
大帮扶力度，执行好返贫人口监
测帮扶机制。同时结合实际，继
续动员学校、家庭多方力量，把村
里的青少儿课外学堂办好，持续
做好扶智扶志工作，补齐少数民
族村庄的教育短板，阻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为乡村振兴不断提供
智力支撑与人才支持。

（本报石碌5月22日电）

驻村第一书记肖修宏：

参与伟大事业，我自豪！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保亭融媒体中心记者 文宏武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要尽力帮助企业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
过难关，提振了我们的信心。”5
月22日下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明健米粉厂的负责人张明说。

明健米粉厂位于保亭保城
镇。走入厂房，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现代化的电锅炉，还有旁边悬

挂着的车间流程图，图上将戴帽、
穿工作服、戴口罩、手消毒、鞋消
毒每一步都标记得很清楚。再往
里走，是一整条米粉生产线，从将
米打成米浆，再到米浆变为米粉，
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流程。

“我是2018年4月13日后才
来到海南创业的，很看好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前景。”张明说，但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生意受
到了不小的影响，“春节后的那段
时间每天的出货量只有几百斤，

每天都在亏损。”
好在随着疫情持续向好，明

健米粉厂的生产稳中有序，出货
量也逐渐上升。“政府工作报告中
说，‘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
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要坚决
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
青山，赢得未来’，从这些话语感
受到政府在积极地帮助中小微企
业，我们也将通过提升产品品质、
树立口碑，把企业办得更好。”张
明说。 （本报保城5月22日电）

保亭明健米粉厂负责人张明：

报告令我们信心倍增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赋予自
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
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
对于我们长期在海南工作、生活
的外籍人士来说真是一大利好
消息。”5月22日，来自英国的海
南卫视特邀嘉宾主持人伊恩说。

“我在海南工作生活的10余
年间，亲身感受到琼岛加速发展带

来的巨大变化。眼下，海南加快建
设自贸港，对外开放水平正不断提
高。”伊恩表示。

国际化，是伊恩评价海南的
核心关键词。他说，海南在自贸
港建设的推动下，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社会发展也逐渐与国际接
轨，“前段时间海南对公务员英
语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令
我印象很深刻。同时，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ISY国际电音节等国
际性会展活动、文旅活动相继落

地，海南对外推广的名片也越来
越丰富。”

目前，伊恩成立了三亚伊恩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努力为对
外传播海南文化积极发力，并受
邀成为海南卫视《潮起海之南》
节目的嘉宾主持人，“我计划拍
摄一些关于海南的短视频，或借
助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海南旅游
文化等方面的视频直播，为加快
海南对外开放尽一份力。”

（本报三亚5月22日电）

海南外籍主持人伊恩：

我要向世界介绍海南

琼中脱贫户陈玲：

带领乡亲致富，我乐意！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特约记者 秦海灵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脱
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确保剩余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以前政府帮助我
们，现在我家脱贫了，也要帮扶
村里其他人。”5月22日上午，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潮村
脱贫户陈玲特意放下手中的活，
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李克强总理
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直播。

“以前家里没什么产业，长

期以来人均年收入不足 2000
元，加上丈夫酗酒，2016年我又
患上重疾，一度连两个孩子的学
费都拿不出。”陈玲说，直到他们
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政
府帮忙搬走教育、医疗两座“大
山”，才觉得日子总算是有了点
奔头。

借钱养猪，搭圈养鸡、鸭、
牛，陈玲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摸
索着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了
2017年脱贫、2018年致富的两
次跨越。2019年，她带着自家
酿制的山茶油“出村进城”，钱袋

变得越来越鼓。
今年4月，她参加琼中本土

人才创业大赛，凭借出色表现获
得“脱贫之星”组的一等奖，捧回
1万元创业基金，实现了从脱贫
户到创业者的角色转变。

就在上个月，她向潮村党支
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渴望
报答党恩带动村民一起脱贫致
富，“政府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
我们，我们脱贫户一定要努力，
不但不能拖村里脱贫的后腿，我
还要带领其他百姓一起致富。”

（本报营根5月22日电）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5月22日上午，海南大学热
带作物学院农学专业的大三学
生张瑞花通过电视，聆听了李克
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当听
到报告中提到“落实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举措，保障重要农产品
供给，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时，张
瑞花感慨颇深。

张瑞花说，刚得知自己被农

学专业录取时，她觉得从事农业
肯定是又苦又脏又累，不是什么
好专业。大一上学期，在老师推
荐下，她读完了“袁隆平的海南
缘”系列报道，“读完后，感觉心
灵被深深震撼。正是因为袁隆
平几十年如一日，在田野里不停
地实验、劳作，奔走、寻找，才培
育出了杂交水稻。我也是那时
意识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对于国
家的特殊意义。”

“未来，科技将在农业生产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
对农业科研者的专业素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海南大学
作物学已入选‘双一流’建设学
科名单，并且拥有一级学科博士
点。”张瑞花说，她计划在母校读
研、读博，在农业领域继续深耕，
通过科技的力量促进农业丰收
农民增收。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大三学生张瑞花：

我要在农科领域深耕

驻村第一书记 脱贫户

民营企业
负责人

■ 本报记者梁君穷
保亭融媒体中心记者 文宏武

“很提振我们旅游业从业者
的信心！”5月22日，呀诺达雨林
文化旅游区常务副总经理聂世军
收看了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
告的直播，他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
开放自主权，加快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这让我们心情激动。”

“4·13”以来，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秉承“大生态、大文化、大教
育、大旅游”的发展理念，不遗余力
地发挥“山海互动、蓝绿互补”的优
势，兼顾市场需求与产品前瞻性，
不断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以旅游促
发展，助力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聂世军认为，加快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将对海南旅游业全
方位、高质量、高水准持续发展
而言是重大利好。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支

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
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
上线下融合。’为此，呀诺达景区
也将积极发力，恢复发展旅游
业。”聂世军透露，目前呀诺达景
区已经与美国Discovery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推动呀
诺达雨林小镇与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融合发展，建设呀诺达
国际雨林小镇，打造呀诺达雨林
超级IP。

（本报保城5月22日电）

呀诺达景区常务副总经理聂世军：

报告让我们干劲十足

旅游业
从业人员

在琼
外籍人士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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