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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喜迎省第八次党代会踔厉奋发这五年

百姓添福祉
喜迎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走，去逛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
公园（以下简称凤翔公园）！

4月20日下午，趁着海口雨歇，喜
欢逛公园的张新生和住在美舍河边的李
列山赶紧约上。

两人并肩走在美舍河畔，边走边聊。
63岁的张新生推着自行车，率先打

开了话匣子：“真羡慕你们两口子，就住
在美舍河边上，天天都能来散步。不像
我，来一趟还要骑几公里。”

“那是现在美舍河变美了，我们才愿
意天天来。你还记得以前吗？”李列山慢
下脚步。

82岁的李列山住在凤翔公园旁的
迈瀛村。长期以来，村民与美舍河相伴
相生。夏天的肥美鱼虾、冬天的悠悠白
鹭，是他关于美舍河最深的童年记忆。
每年端午节，父母还要带着全家人去河
里“洗龙水”，祈求平安健康。李列山和
小伙伴在河里扑腾，呛了水也乐在其中。

随着城市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
海口城市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却跟不上，
导致污水直排入河，导致水体水质日益
恶化。

“那个时期，谁还敢下水摸鱼、洗
澡？连经过都要捂着鼻子走。”李列山作
势抬手在鼻子跟前挥了挥。

时代进步，观念革新。经济增长不
再是唯一追求，“两山理念”深入人心。
2016年，海口启动美舍河综合治理工

程。与过去治水注重防洪排涝不同，这
个工程将美舍河修复和城市设计融为一
体，坚持“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
复、景观提升”的多元系统水环境提升战
略，破除美舍河沿线原有硬质的河床护
岸，退堤还河、退塘还湿，对河道两侧绿
线范围进行生态化改造。

就在美舍河治理现场，同样关心这
件事的李列山与张新生相识。一个爱写
文章，一个爱拍照摄像，都在通过自己的
方式记录美舍河“蝶变”。水治理好了，
两人也成了好友。

“治理那会儿，政府还专门移植了水
菜花过来，那宝贝对水质的要求多高
啊。”两人继续沿着河边走，张新生望着
水里游动的鱼，突然问出一句话。

“水菜花号称‘水质监测员’呢。它
都能活，可见美舍河的水质真变好了！”
李列山连连点头。

沿河继续走。岸边的草坡上，人们
三三两两搭着帐篷，享受自然。张新生
赶紧停下自行车，拍下几张照片：“人跟
自然和谐共生，这画面多美啊。”

收起相机，两人又往前走，老朋友间
的闲聊还在继续。

“老张，我写的《美舍河畔流传的优
美故事》，你看了吗？”

“当然看了，您把美舍河的美都写出
来了。”张新生笑道：“接下来我也准备把
这些年的视频整理整理，做个纪录片，给
大家看看现在的美舍河到底有多美！”

（本报海口4月23日讯）

海口美舍河水质变好了

昔日臭水沟 今朝“香饽饽”

生态修复治理成效显现

万宁小海重现茂密海草
本报万城4月23日电（记者张惠

宁）4月21日上午，海南大学南海海洋
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
万宁小海港北海域调研时，发现了茂密
生长的海草——贝克喜盐草，这说明经
过两年的生态修复治理，小海海域的水
环境进一步向好。

“这海草长得非常茂密！说明这片
海草床是非常健康的，有了适合海草生
长的环境，肯定与水质变好有关系。”当
天上午，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赵鹏，在小海港
北海域的滩涂上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濒
危海草贝克喜盐草。

在太阳底下，赵鹏用海水把海泥
洗净，贝克喜盐草的完美身形展现在
眼前。“看，这是雌蕊，这是雄蕊，长势
很旺。”

小海位于万宁市东部，是我国最大
的潟湖，过去由于无序围海造塘养殖，

养殖污水以及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
小海等因素，造成小海面积变小、水量
变少和水质变差，万宁市2019年以来
开展了小海的生态修复治理，全面清退
了8963亩养殖池塘和2.5万个海上渔
排网箱，恢复了小海的水动力，并在小
海周边种上1900多亩红树林，小海治
理获得初步成效。

据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2年4
月小海水质情况监测，本月开展监测的
10个点位中，有4个点位水质为一类，2
个点位水质为二类，4个点位水质为三
类，无四类及以下水质类别。

此次小海发现的海草床，位于靠近
外海的港北海域，赵鹏说，经过治理，小
海水动力增加了，盐度提高，让小海有了
适宜海草生长的环境，“随着水环境的进
一步向好，小海还会有更多海草出现，海
草床的分布也会渐渐向小海腹地延伸生
长。”他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
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增
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海南常态化开
展扫黑除恶斗争。2021年，海南刑事案
件6年连降、11年最低，命案发案数建省
以来最低。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

能收看到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的电
视节目，是琼海市会山镇棉头村村民王
更清这半年来最舒心的事。

棉头村是苗族村，由于地处偏僻，
一直没有通光缆，有线电视信号无法通
达。为确保边远地区村民收听收看好

广播电视，省旅文厅实施“优化边远地
区广播电视覆盖效果”项目，2021年共
解决2541户群众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
题。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我
省盯住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不断推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每年组织开展各类公共
文化活动上万场，带动城乡文化活动广
泛开展。

舞台搭在田间地头，银幕竖在村头
空地，书屋建在农户身边……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文艺团体和文化单位走进
广阔乡村，把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图书
阅览等文化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

“我们非常喜欢文艺活动，大家自
备服装、自己化妆，参与热情高涨！”

在“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中，三亚
市崖州区保平村彩虹文艺队就在自家
门口为街坊邻居们献上了《不忘初
心》《梦回大唐》等舞蹈，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2021年，仅省旅文厅就举办少儿
民歌文艺季、乡村达人秀、乡村村晚等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3830场，覆盖城乡
老年人、残障人士、农民工等，惠及群众
1300多万人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一体建设扎实推进使得群众文化成
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

一个个民生亮点、一项项民生制
度、一组组民生数字折射出浓浓的为
民情怀，构成一幅美好生活的生动画
卷。 （本报海口4月23日讯）

海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增进民生福祉——

用心用情书写民生答卷
在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文
华
农
贸
市
场
，市
民
在
党
员
示
范
摊
位
上
购
买
蔬
菜
。
本
报
记
者

袁
琛

摄

■ 本报记者 赵优

海口市民王霞在
家附近的农贸市场平
价菜摊以每斤1元的
价格买到了两颗包
菜，“平价菜摊有政
府兜底，价格实惠！”

保亭保城镇中
心幼儿园与海南省
级示范园海口市港
湾幼儿园“牵手”，让
家长潘强喜出望外，
“孩子在家门口也能
接受优质教育！”

……
“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进一
步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直白质朴的表述，彰
显的是党“人民至上”
的初心使命。

民生无小事，枝
叶总关情。五年来，
海南省委、省政府以
实际行动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兜住民生底线、
补齐民生短板、办好
民生实事，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中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地处霸王
岭腹地，曾因交通不发达、生产生活方
式落后，是海南省最偏远、贫困的乡镇
之一。

近年来，王下乡立足黎族文化和
自然生态，高水平打造“中国第一黎
乡”王下乡·黎花里文旅项目，成为全
国第二批、海南省唯一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让当地群
众吃上了“旅游饭”，摘掉了“穷帽
子”。2021年，王下乡浪论村入选第三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座昔日的
贫困村庄，如今正吸引全国各地的游
客前来打卡度假。

15.21 万户 64.97 万人全部脱贫，
6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个贫困市县
全部摘帽……2021年，海南夺取了脱
贫攻坚全面胜利，如期兑现了向党中

央立下的“军令状”，成为践行“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的生
动范例。

走过千山万水，还需跋山涉水。省
委书记沈晓明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础性
工程来谋划推进，努力打造乡村振兴的

“海南样板”。
锚定新目标，启航新征程。海南成

立由7位省级领导分别担任组长、副组
长的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并出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等文
件，强调把“三农”工作摆在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全局的
突出位置，举全省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
振兴，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历经巨变的乡村和田野不断激荡

出新动能——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后的琼海市博

鳌镇沙美村在政府的带动下，与陕西
省袁家村、陕西裕华集团合作打造的

“博鳌袁家村·沙美印象”项目开园运
营，不仅为沙美村的乡村振兴之路增
添了动力，更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
吃上了“旅游饭”；

坐落在琼北最高的火山口脚下，海
口施茶村引进的石斛产业越做越大，从
最初的石斛鲜条，到现在的石斛盆景、
石斛饮片、石斛酒、石斛化妆品等，一条
涵盖组培、育苗、种植、深加工、科研的
石斛全产业链已初具雏形，农民年人均
纯收入超过1万元……

当乡村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提
质转型，产业更有奔头、更有前途，发展
更有冲劲、更有底气。

省长冯飞在2021年初履职时就作
出承诺：百姓越烦心、越揪心的事情，我
们政府就要千方百计解决好。

一个“千方百计”，道出了对民生
保障的高度重视。五年来，省委、省
政府把每年财政支出的 70%以上投
入民生，用真心实意的付出、真金白
银的投入，描绘出民生改善的和谐画
卷——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北京师范大学
海口附属学校、清华大学附中文昌学校
……“一市（县）两校一园”工程累计引
进各类优质学校83所，实现市县全覆
盖，提供超过16万个优质学位，引领带
动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快速提升，有力回
应了海南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
热切期盼；

乐城全球特药险2021海南版一年

保费每人29元，保障金额最高100万
元，药品数量从上一年的70种增加到
100种，涵盖了海南高发的肝癌、肺癌、
乳腺癌、结直肠癌、胃癌等，上线3天参
保突破10万份，让更多普通患者用得起
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特效药……

教育和医疗，原本是老百姓的“急
难愁盼”，是海南民生领域的两块“短
板”，如今已成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
要来源。

不仅限于“一小一老”，民生温度还
体现在一项项具体举措中。

不断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针
对性，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全省先后举
办了制造业、家政类、返乡毕业生、残疾
人、女性等专场招聘会，2022年第一季
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4万人，同比增
长20.83%；

2022年开年以来，我省紧盯目标任
务、紧扣时间节点，海南省中医院江东新
院区项目、省疾控中心异地新建项目、海
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教学及生活服务设施
（一期）项目等我省社会民生领域重点项
目全面实现“开门红”；

虎年新春伊始，省委、省政府公布
的适龄女生HPV疫苗接种、老年人认
知障碍筛查试点、为全省小学和A级
旅游景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农民小额贷款贴息等9项2022年为民
办实事事项，桩桩件件瞄准的都是民之
所盼。

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到织密民
生保障网，从扩大就业到深化教育、医
疗、养老等领域改革，一系列实实在在
的民生举措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凝聚
了人心，坚定了信心。

攻坚克难 民生改革举措有力

注重公平 民生保障质量更高

全面推开 民生保障水平提升

◀上接A01版
迫切需要全省上下同心协力、解放思想、
创新实干，奋力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进入不可逆转的轨道。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既与以往关于海南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又与时
俱进，赋予了海南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高度
重视、亲切关怀、大力支持，进一步凸显
了海南在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独特地
位，进一步坚定了全省上下建设好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信心、决心，进一步凝
聚了各方面协同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强大合力，为海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
是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上下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充分认识重大意义，深
刻领会精神实质，全力抓好学习宣传贯
彻。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矢志不
渝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矢志不渝推
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巩固住再往前
走”，矢志不渝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
持生态立省，矢志不渝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不渝抓好精神文明
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矢志不渝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底线思
维、极限思维，矢志不渝加强各类风险防
控。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矢志不渝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即将召开的省第八次党代会是全省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寄托着党
中央的厚望和海南人民的期待。会议将
全面回顾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描绘我
省今后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好这次
党代会，对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解放
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
义。全省上下一定要坚定捍卫“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饱满
的政治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高质量
做好各项筹备工作，把省第八次党代
表大会开成高举旗帜、继往开来、求真
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

时代大潮奔腾向前，使命重托催人
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推进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行稳致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贡献海南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牢记嘱托 勠力同心 谱写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