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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

热烈祝贺三亚日报创刊25周年
（贺词选登）

三亚日报社：

值此贵报创刊 25 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名义，致以最
热烈地祝贺和诚挚地祝福！

贵报创刊 25 年来，围绕着“创办全国一流地市报”的目标，出新出彩出色，为
三亚建设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打造更加幸福更加和谐的三亚提供了
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我们希望，贵报不忘初心，乘势而进，挺立潮头再出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争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思想舆论保证。

我们希望，贵报在新时代转型、创新、媒体融合发展中主动探索实践，不断焕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不断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我们希望，在贵报未来的征程中，加强双方交流，密切合作，为我省新闻事业
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8年 12月 26日

欣悉《三亚日报》将迎来创刊 25 周年纪念
日，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祝愿贵报越办越好，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
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登高峰！

海南日报社
2018年 12月 20日

值此《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之际，谨致以
热烈的祝贺！

1994 年 1 月 3 日，贵报伴随着三亚国际滨海
旅游城市建设的热潮应运而生。25 年来，《三亚
日报》始终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
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为努力实现三亚市乃
至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营造了良好舆论
氛围。

青春不计耕耘苦，待到秋来实满盈！创刊 25
年，凝聚了过去的不凡成绩，更代表了一个全新
起点。希望《三亚日报》始终坚持“新闻性、思想
性、服务性”原则，进一步彰显党报的主流意识，
紧跟时代改革发展，再创新辉煌！

祝《三亚日报》越办越好！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2018年 12月 20日

三亚日报社：

值《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纪念日来临之
际，新华网海南频道特为贵单位题赠贺词，致以
最诚挚的祝贺，希望《三亚日报》下一个 25 年再
创辉煌！

贺词内容如下：
南国墨飘香 三亚好声音
——新华网海南频道祝贺《三亚日报》创办

25 周年
特此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 12月 21日

宣传三亚好声音 传播纪检正能量
讲好三亚故事 系紧党群纽带
努力实践“三个贴近”不断提升党报影响
——祝贺《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

中共三亚市纪委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1日

三亚日报社：

值此《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之际，三亚市委组织部谨向贵报表示最真挚
的祝贺！

25 载春华秋实。《三亚日报》创刊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守党
媒初心，牢记党报使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读者提供鲜活资讯，为社会传
播正能量，特别是在宣传党建、服务党建方面，发挥了平台和阵地、喉舌和窗
口、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祝愿《三亚日报》越办越好！
中共三亚市委组织部
2018年 12月 21日

三亚日报社：

欣闻《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中共三亚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向三亚日报社
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祝贺！自创刊以来，坚持每天为广大群众展示一个新鲜的三
亚，凝聚了不凡的成绩。25 周年更代表了一个全新起点，让《三亚日报》伴着墨
香，更好地走向市场，走入需求。衷心祝愿《三亚日报》进一步提升专业形象、为
展示三亚风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三亚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8年 12月 19日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欣闻《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值此之际，谨祝贵
报越办越好，继往开来，再铸辉煌！

中共三亚市委政法委员会

2018年 12月 17日

在《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之际，三亚市公安局致以热烈祝贺！
长期以来，三亚日报社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见证并记录着三亚公安事业的

发展，为三亚公安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宣传阵地和舆论支持，警媒双方携手，共筑
平安，为维护全市社会大局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愿《三亚日报》借 25 周年华诞契机，紧跟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时代潮流，继续开拓创新，为建设美好新海南谱写平安三亚新篇
章。

三亚市公安局
2018年 12月 25日

碧桂园集团
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
三亚天涯海角有限公司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国际免税城
海昌梦幻不夜城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海南国新酒类名烟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益龙海鲜餐饮店
三亚大小洞天
三亚火车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吉成健美俱乐部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亚特兰蒂斯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酒店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三亚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本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亚红树林旅游文化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亚龙湾云天热带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三亚鹿回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卓达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热烈祝贺三亚日报创刊25周年
（排名不分先后）

1994
2019

三亚名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三亚中法供水公司
三亚君福来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天涯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三亚西姆心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保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三亚吉成之星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三亚福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金润阳光购物广场福乐多超市
品派苹果醋海南总代理
三亚夏日百货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

鹿回头国宾馆
三亚湾迎宾馆
三亚丽禾温德姆酒店
三亚中亚国际大酒店
三亚国光豪生酒店
君澜度假酒店
海南雅居乐莱佛士酒店

亚龙湾环球城大酒店
亚龙湾凯莱仙人掌度假酒店
亚龙湾华宇度假酒店
亚龙湾五号度假别墅酒店
亚龙湾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天域度假酒店
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亚龙湾美高梅度假酒店
亚龙湾万豪度假酒店
亚龙湾希尔顿大酒店
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
海底世界
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三亚海棠湾君悦酒店
三亚海棠湾康莱德酒店
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
三亚海棠湾万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三亚中交瀚星投资有限公司
三亚海棠麓湖度假酒店
三亚万丽度假酒店
三亚皇圃大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理文索菲特度假酒店
三亚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三亚果喜大酒店
万嘉戴斯度假酒店
三亚海韵度假酒店

三亚国际饭店
三亚亿源轩宇大酒店
三亚凤凰岛度假酒店
润德湿地酒店
三亚君然温泉度假酒店
三亚玉海国际度假酒店
三亚明申高尔夫度假酒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学院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三亚技师学院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二中学
三亚市第三中学
三亚市第四中学
三亚市第五中学
三亚华侨学校
三亚市凤凰中学
三亚外国语学校
三亚市第一小学
三亚市第七小学
三亚市第九小学
三亚市实验小学

风从海上来，奋进正当时。欣闻《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值此之际，谨祝贵
报越办越好，守正创新，融合发展，再铸辉煌！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
2018年 12月 21日

欣悉《三亚日报》创刊 25 周年，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25 年来，《三亚日报》始终高举时代旗帜，始终坚持党报姓党，始终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充分发
挥宣传喉舌和舆论阵地作用，为推动三亚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
城市营造良好氛围，作出了重要贡献！

25 年来，《三亚日报》艰苦创业，接力奋斗，砥砺前行，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铁肩担道，妙手著文，为读者提供了权威、丰富、深度的新
闻和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彰显了主流
媒体的价值和担当。

以笔为犁千秋业，只在承前启后中。新时代、新任务、新使命，希望《三亚
日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忠实履行党报职责，锐意进取，创新发展，不断铸造新辉煌，不负伟大新时
代，为三亚勇当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标杆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
2018年 12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