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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版自贸港政策加速强化人口红利
——解读三亚人口“账本”

成就宣传Sy

本报讯“最具幸福感城市”是人
民群众对一座城市的最高褒奖。“2021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候选地级市和
候选县级城市（区）名单于近日公布，
三亚入围“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候选地级（以上）城市，海南同时入围
的还有海口市。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
活动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瞭望
智库共同主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
14 年，累计推选出 80 余座幸福城市，

“幸福城市”已成为新时代城市的名片
和目标。

本年度调查推选活动以“百年红、
幸福城”为主题，围绕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以人民城市为人民、实
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对中国城市的
幸福感进行调查，推介幸福城市建设
的生动实践。

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榜单，并通过大数据初步筛
查，确定了 100 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100 个县级城市（区）作为“2021 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候选城市。

本年度的调查推选活动将通过大

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实地

调研、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最终产生

的“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将

于10月发布。

（鲍 讯）

三亚入围“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候选名单

碧海连天阔，春色满琼州。习近
平总书记 2013 年在海南考察时留下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深情嘱
托。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把脱贫攻坚
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全力化解“急难愁
盼”民生痛点，交出“高分”民生答卷。

奋楫启新程，城乡日日新。中国最
大经济特区迎来新的历史使命，海南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聚焦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自贸港
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全岛同城化”破解民生
“必答题”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达村，村民
提到高胜章和田树贤都赞不绝口：依
托中部山区生态优势，身患三级残疾
的小高在政府帮扶下养蜂致富，老田
种植紫玉淮山脱贫，两人还领着几十
户乡亲一起干。

“我们流转了村里 200 多亩土地，
带着大家发展休闲农业。”小高打算为
产业再添一把火。

挖掘优势资源、提高组织化程度、
激活群众主体作用，摆脱小散弱的扶
贫产业跨上增收致富“升级版”，“十三
五”期间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年均增
幅23.41%。

海南约80%的土地在农村，60%的
户籍人口是农民，脱贫攻坚事关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全局和自贸港建设开
局，亮眼成绩彰显高质量脱贫成色：5
个国定贫困县全部摘帽，600个贫困村
全部脱贫出列、实现集体经济零突破，
64.9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由于建省晚、底子薄，海南医疗、
教育、基础设施等民生短板突出。把
全岛作为一个大城市统一规划，海南
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升项目向
基层倾斜。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家长们
曾想尽办法送孩子进城。2016 年，包
瑞到琼中湾岭学校就任校长时颇感震
惊：教学楼已成危房，校园牛羊成群，
全校只剩 81名学生。如今，这所山区
学校建起新教学楼、塑胶操场和游泳
池，学生已达1100多人。

过去五年，琼中在校中小学生增
加 5600 余人，每年县外回流学生能撑
起一所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海南从引进“好校长、好教师”，到
引进“校长+骨干”管理团队，再到打造

“一市（县）两校一园”，越来越多孩子
就地上好学。

家门口就能享受的还有优质医
疗。海南实行医疗人才招录“省属县
用、县属乡用、乡属村用”，与省外51家

优质医院、医学院校合作办医，完成
1249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基本实现“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

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县县
通高速，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全部通硬
化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部得到巩
固提升；光纤宽带网络实现贫困行政
村全覆盖……五网织密夯实农村地区
发展“地基”。

制度集成创新“加码”群
众获得感

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过程中，海南始终将制度集
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其成果不仅体
现在经济发展上，也体现在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的不断增强。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乡村振
兴工作队的到来让坚固村大变样：从
垃圾遍地到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还创新成立合作社回收利用废弃资
源，让村庄既增美又增收；废弃老宅变
身“乡村博物馆”，成为游客打卡地。

2019 年，海南创新选派 8583 名干
部组成 2758 支乡村振兴工作队，覆盖
全省镇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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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建设有速度
“民生底色”有温度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罗江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湖南篇
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孕育了丰厚的先进文化，涌现出无数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研，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擘画发展蓝图，勉励大家

从光辉历史中汲取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三湘儿女牢记殷殷嘱
托，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伐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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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5 月 23
日，记者从三亚市 12345 政府服务
热线管理办公室获悉，为保障三亚
旅游市场秩序平稳，12345 政府服
务热线作为对接市民游客的主要
窗口，发挥出旅游“前哨”作用，对
受理的紧急类涉旅办件启动 30 分
钟响应机制。

在受理市民游客的诉求后，由
热线旅游专席在线协调解决，在线
协调不成功的、紧急涉旅类的办件

第一时间派单并通知三亚相关职
能部门处理，职能部门要在 30 分钟
内响应，联系投诉人或前往现场核
实，并将处理情况进行反馈，确保
每 个 办 件 得 到 及 时 回 应、及 时 解
决，使社会矛盾及热点问题得到有
效化解。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5 月 1 日 -19
日，12345 和 12301 两条热线共受
理市民游客诉求 46669 件，较上月
同期（45587 件）上涨 2.37%。已办

结 44070 件，办结率 94.43%，2599
件正在处理中，共为市民游客争取
理赔金额 175444.44 元。

此外，为进一步畅通反映渠道，
通过热线公众号、头条、抖音等新媒
体账号推送各类节日旅游温馨提示
和公开主任 24 小时值班热线电话，
扩大宣传引导影响力，充分利用好
每一份热线力量，保障市民游客来
电不漏接，为市民游客旅游出行保
驾护航。

对紧急类涉旅办件

三亚启动30分钟响应机制

本报讯 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
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专程看望了袁
隆平同志的家属，转达习近平对袁隆
平同志的深切悼念和对其家属的亲
切问候。

习近平高度肯定袁隆平同志为
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

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并要求广
大党员、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
同志学习，强调我们对袁隆平同志的
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他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不
渝，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高贵品
质，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
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

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袁隆平同志家属对习近平的关
心厚爱表示衷心感谢，表示要继承袁
隆平同志的遗志，努力工作，奉献社
会，绝不辜负党和人民以及社会各界
的关怀。

（新华社 湖南日报）

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委托

湖南省委书记看望袁隆平同志家属
并转达亲切问候

5月23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袁隆平生前同事、学生、科研工作者及三亚各界人士自发前来悼念。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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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三亚槟榔村五组的农民正在菜地里采摘秋葵。
高温天气阻挡不了农民田间劳作的热情，据村民介绍，槟榔村

田洋的秋葵是今年冬季瓜菜收获后才种下，5 月秋葵进入采摘高峰
期，每天都有大量的秋葵上市销售。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秋葵丰收富农家

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
■ 稻

■ 悼

■ 到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捧一束三亚杂交水稻到长沙祭奠

各界人士自发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悼念

市民通过外卖订单的方式将鲜花和哀思送到袁老灵前

关于越野跑，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8版

摄影师 陈聪聪 5月 23 日，槟榔村五组的农民正在把采摘的秋
葵装车，准备运往农贸市场销售。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5月的高温天气阻挡不了农民田间劳作的热情，秋葵地里时不
时传出农民采摘的欢笑声。据村民介绍，槟榔村田洋的秋葵是
今年冬季瓜菜结束后开始下种，5月秋葵进入采摘高峰期，每天
都能持续保持大量的秋葵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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