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发展行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报告这样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民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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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民生”二字，笔画有10画，在省
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涉及民生的内
容却不止10处。

一撇一捺，描摹省第八次党代会
报告中的民生“笔画”，一幅今后五年
海南的民生蓝图便跃然纸上。

“一撇”是生产。
过去五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

赢，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任务超额完成。在此基础上，海
南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稳就业
增收入优分配。

加大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力度，稳
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进一步做好“六棵
树”文章，使之成为海南百姓的“摇钱
树”……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既
有保障粮食安全的担当，也有探索共
同富裕的途径。

积极引进热带果蔬优质品种，做
足“季节差、名特优、绿色有机”文章；
提高产业发展、企业集聚对就业的贡
献，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现家
门口好就业、就好业……省第八次党
代会报告中，既拓宽就业“前端”，又
优化就业“末端”。

“一捺”是生活。
过去五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实

现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基层医疗机
构标准化建设全省覆盖；安居房建
设全面展开；全省治安形势建省以
来最好。在此基础上，海南将提升
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快推
进更高水平的法治海南和平安海
南建设。

务实推进“菜篮子”工程，健全重
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机制；

坚持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
并行，努力把本地居民的房价收入比
控制在10以内；

深入推进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今后五
年，幸福生活不仅是宜居宜业，更是
安居乐业。

一撇一捺，写成“人”字，也写实
民生。

在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还有
许多这样的“一撇一捺”。

“一撇”是健康。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海南将

健康提到更高的位置，“人均预期寿
命等社会发展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作
为今后五年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被
写进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岁，主要
健康指标走在全国前列；实施好全球

“全健康”海南示范项目……建设更
高水平的健康岛，海南有明确的数字
指标，还有普惠的标杆衡量。

“一捺”是孩子。
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省第八次

党代会报告中提到：“阳光快乐”特色
印记教育广受欢迎，经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调查评估，群众对省
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满意度位列
全国第一。

在报告的倒数第二段，则有这么
一段话与之“呼应”：少年儿童是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未来和希望。我
们要像爱护培育花朵那样呵护少年
儿童的健康成长，把他们培养成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合格接班人！

一切辉煌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要在继往开来
中推进。

今天的少年，将成长为明天的青
年；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合格接班
人，也将成为明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生力军。

生力军，不止青少年，人人皆
是。一撇一捺，写成“人”字，写实民
生，也将写就未来。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

描摹省第八次党代会
报告中的民生“笔画”

一撇一捺
写实民生

■ 本报记者 袁宇 邓钰 陈蔚林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提到了过去五年海南在民生领域取得的可喜
变化，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五年在民生领域的发展目标，令全省各界群众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今后5年，海南人的生活将有怎样的变化？海南日报记者对这份民生“礼包”进行梳理，从这
些惠民举措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这份民生“礼包”温暖人心

代表热议：
“拎牢‘菜篮子’是重要的民

生问题，时刻牵动着老百姓的神
经。”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海南罗
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冷链物流
车间主任李胜红表示，务实推进

‘菜篮子’工程，是省委、省政府对
民生诉求的持续关注，让人更深切
感受到“菜篮子”里的民生责任与
信念。

“罗牛山长期参与‘菜篮子’
建设，尤其在猪肉食品的稳价保

供方面下足功夫。”李胜红介绍，
目前，罗牛山已在全省布局禽畜
养殖板块，以规模化、集约化模式
发展文昌鸡、生猪养殖产业，持续
提升产能，保障质量，并发力物流
建设，建立了高效的“菜篮子”战
略储备体系，持续推进我省“菜篮
子”工程建设。

一线心声：
“党代会提出，务实推进‘菜

篮子’工程。这让我们感到责任
重大，也坚定信心，建立健全‘菜

篮子’工程所需的全产业链条。”
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胡照辉对记者说。

目前，海垦果蔬集团已初步建
起从“菜园子”到“菜篮子”的直采
直销供应链。“作为国有企业，我们
将深入研究党代会报告，进一步整
合旗下基地、市场和商超等资源，
探索建立集产、供、储、销各环节于
一体的‘菜篮子’保供链条。”胡照
辉介绍，该集团将抓好蔬菜产销对
接、直采直供、储备调运各环节，打

造“菜篮子”
供应保障体
系，健全保
供稳价长
效机制。
（本报海
口4月
26 日
讯）

代表热议：
“党代会报告提出把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打造成具有海南特色
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具有多重意
义。”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毛瑞分局
副场长黄海警说，这不仅有助于切
实保护好热带雨林这一“国宝”，向
世界展示国家公园建设和生态多

样性保护的工作成果，也将推动生
态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黄海警说，积极推进世界双
遗产申报工作，有助于通过申遗
向全世界讲好海南故事，丰富海
南的价值内涵，也将更好保护海
南传统民俗文化，并推动特色产
业发展，“比如合理利用毛瑞片区
丰富的森林资源，科学有序发展

森林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群众吃
上旅游饭。”

一线心声：
“省党代会报告提出推进世

界双遗产申报，让我们很是振
奋。”说起党代会报告，海南省博
物馆副馆长王辉山表示，这一工
程的实施，将有力补齐目前省内
黎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短板，意义

十分重大。
“ 通 过 申 报 双 遗

产，各级政府会加大投入
与力度来抢救挖掘民族
文化。”王辉山说，重视
黎族传统聚落的保护，
对于未来更好地挖掘
与利用这些文化资
源具有特殊意义。

积极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世界双遗产申报工作。报告这样说世界双遗产申报

代表热议：
“党代会报告提出建设更高

水平的健康岛，海南人民群众将
享受到更多自贸港建设红利。”谈
起党代会报告的内容，省第八次
党代会代表，省卫健委党委书记、
主任周长强激动地说道，在2020
年海南已经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

到79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党
代会报告此次提出“深入推进健
康海南行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1岁”，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将使
海南在这一项指标中进入全国前
列，这也将成为体现自贸港建设
初步成效的标志性工程。

一线心声：

“人生七十古来稀，曾是国人
对长寿的奢侈向往，如今这早已
成为街巷寻常。”万宁市人民医院
医务人员杨毓群说，近年来，我省
卫生与健康水平稳步发展，医疗
卫生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
高，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

“身为医护工作者，我很能体
会到健康对于人民群众的意义。”
杨毓群说，省党代会报告明确提
出“深入推进健康海南行动，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81岁”，让人非常
惊喜，“这意味着在医疗健康领
域将有大力投入，就医环境以
及生活环境又将迎来大提升。

深入推进健康海南行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岁，主要健康指
标走在全国前列。

报告这样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岁

代表热议：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教

育厅党委书记、厅长曹献坤表
示，近年来，海南教育坚持立德
树人，打造特色印记，协同推进
教育质量提升和“阳光快乐”教
育。尤其是，“双减”政策落地以
来，各地各校在学科教育、文化
知识灌输、教学时间上做减法，
在“阳光快乐”教育、文化底蕴培
养、教学质量上做加法，推动我

省“双减”各项监测指标位居全
国前列，“校校有特色、生生有特
长、人人有发展”的生动局面加
速形成。

“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是
对‘阳光快乐’的最好诠释。”曹
献坤表示，海南教育系统将持续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筹抓
好“双减”工作和教育质量提升，
让学生以科学合理的负担获得
全面发展，办好具有海南特色的

优质教育。
一线心声：

“党代会报告指出，‘阳光快
乐’特色印记教育广受欢迎，让广
大教育工作者备感振奋。”省第八
次党代会代表、海南中学党委副
书记柳海英说，好的教育应该是
遵循规律，能唤醒灵魂、挖掘潜
能、发展能力，促使学生阳光快
乐、全面发展的教育。

近年来，海南中学围绕“阳光

快乐”教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取得了很好效果。柳海英表示，
海南中学党员干部教师将认真学
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潜
心开展教研。同时认真参与海南
基础教育集体化办学工作，发挥
海南中学的辐射作用，期待能够
以此快速提升集团内新建学校、
薄弱学校、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
让更多海南孩子在家门口接受优
质教育。

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筹抓好“双减”工作和教育质
量提升，让学生以科学合理的负担获得全面发展。

报告这样说办好具有海南特色的优质教育

代表热议：
“报告提到‘实施就业质量提

升行动’，不仅将有力提升广大劳
动者的就业体验，也让我们对未来
招到更多人才更有信心。”省第八
次党代会代表、海南派成铝业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治国表示。

“目前，地方政府正努力推动
把就业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提

高劳动者与就业需求间的匹配
性。劳动者通过职业学校培养成
产业工人，不仅能进一步满足企
业需求，也能更好地落实就业。”
董治国表示。

一线心声：
“省党代会报告把我们的就

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让我特别
高兴。”万宁市礼纪镇群坡村脱贫

户钟雪清说，过去为了补贴家用，
她四处求职，先后做过饭店服务
员、保洁员等职位，“但都做不长，
一方面是自己能力不足，另一方
面自己也没有认识到稳定就业的
重要性。”

后来，钟雪清在参加万宁市
委、市政府组织的扶贫军训后，
彻底改变了对就业的认识。她

借助扶贫军训举行的现场招
聘会，成功进入一家企业。
入职两年多来，她勤勤恳恳，
从从事基础工作到进入车间
成为业务骨干，每月的收入也
增加了不少。“省里把就业列入
重点民生工作，未来肯定还会
有更多的就业和培训机会，实现
稳定就业。”

坚持把就业放在民生工作首位，继续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政
策，打好就业优先政策组合拳，实施就业质量提升行动。

报告这样说着力稳就业增收入优分配

代表热议：
“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民

生‘干货’满满，振奋人心，催人奋
进。”说起报告，省第八次党代会
代表、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党支
部书记吉德开尤其关注“大力实
施乡村产业发展行动”这一举措。

“产业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
撑。报告愈发坚定了我们发展乡
村产业的信心！”吉德开深有感触
地说，过去由于地处偏远、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村集体经济薄弱。

近年来，北大村以党建为引领，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先后建成
了黑山羊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和
百香果种植标准化基地，为村集
体经济创收的同时，不断创新模
式，联合政府、企业、银行、合作社
等多方力量，让村民共享乡村产
业发展成果，实现了华丽转身。

“我会把会议精神带回基层
一线，进一步激发大伙的干劲，培
育乡村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
式。”他说。

一线心声：
“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提到‘大

力实施乡村产业发展行动’，我举双
手赞成！”说起乡村产业，定安县龙
河镇西坡村村民陈香若激动地说。

过去，陈香若一家靠他在外
打零工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
巴。回乡后，他在帮扶干部的支
持下，苦学技术，整合土地，向银
行贷款，捣鼓起富硒香米、冬瓜、
辣椒、西瓜等果蔬种植产业。几
年间，种植规模从几十亩扩大到

近200亩。
正是靠着返

乡发展种植产业，
他不仅脱了贫，还一
跃成为致富带头人。
日子越过越好，闯劲越
来越足。

“乡村产业越做越
大，大伙的思想也在积
极转变。”陈香若说，现
在，不少村民都要跟着他
一起干。

务实推进“菜篮子”工程，健全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机制。报告这样说“菜篮子”工程

⬆2021 年 11
月 2日，海口美兰
机场免税店专场招
聘会举行。

➡在清华附中文
昌学校，学生在操场
上运动。

在海口旧州镇梁丰园蔬菜大棚基地，村民在管理
新品种叶菜。

在海口爱至家老年护理院，工作人员细心照顾老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