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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近
年来海南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
升，民众幸福感指数达96.78%，比2010
年的专项调查结果提高了 6.08 个百分
点。这主要得益于海南省近年来大力改
善民生——虽然海南的财政收入落后
于全国大部分省份，但每年将70%以上
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工程，促使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

构筑城市便民服务体系

在海口，市民遇到麻烦事儿，首先
想到的是打 12345 市民服务智慧联动
平台电话。

2015 年，海口市搭建了以快速解
决城市管理问题为目标的 12345 市民
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该热线日均接话量
达4300多个，最高峰值达1.04万个，办

件满意率从去年初的 48%提高到目前
的 95% ，热 线 前 台 接 通 率 从 去 年 初
73.7%提高到目前的98.5%。

海口市热线管理办公室顾问刘春林
告诉记者，通过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将原
来 80 多个部门热线统一归入 12345 市
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市民只需拨一个
号码，30分钟内就能得到回应。

记者在 12345 市民服务智慧联动
平台大厅看到，硕大的数字电子屏幕格
外醒目。大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
背后联通的是千万百姓家的心头事儿，
人们的咨询、投诉、求助、举报、建议等
各类诉求，通过这个平台能得到及时回
应处理。

为了服务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12345 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还专门
设有英语、日语、海南语专区。

热线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政
府，12345 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成为
市民、游客、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刘春
林说，切实解决老百姓问题，切实调动
政府各部门职能，这是 12345市民服务

智慧联动平台的第一要义。为此，12345
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联合纪委、组织
部和政府督查室建立起多套督办工作
机制，发现不作为，立即问责。

发展成果惠及百姓

“看好病、少花钱、少负担”，一直是
患者的愿望，也是海南尤其是海南西部
市县群众的愿望。2017 年 9 月 2 日，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签约，引进先进的
管理技术和医学人才，海南西部人民的
愿望成为了现实。

相关数据显示，在建设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之前，仅儋州市每年就有超过
1000 名的重大疾病患者需前往海口、
广州、上海等地寻医问药。如今，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每年的门急诊病人超 45万
人次、出院患者约 3.5 万人次、手术约
8000人次，病床使用率超110%。

海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发展成果不断惠及当地百姓。

2012 年以来，投入财政专项资金 66.4
亿元，减少贫困人口 61.7 万人，贫困发
生率由 12.3%降至 1.5%，517 个贫困村
整村脱贫出列；出台农民增收 20 条措
施，农业保险险种由14个增加到41个，
金额达 1484 亿元，惠及 386.8 万农户；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使 130万人受益，城
乡“膜法”饮水示范工程受益群众 98万
人；建设保障性住房 19.8 万套，受益 73
万人。

前些年，万宁市教育资源薄弱，许
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外地学校读书。2012
年 7月，万宁市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创
办了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采取

“国有联办、机制创新、自主办学”的全
新模式，引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表示，海南经济欠
发达，财力不丰厚，更需要集中有限的财
力办好民生社会事业。未来，海南将引导
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
势人群倾斜，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不让一
个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掉队。

海南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工程，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小 财 政 ”撑 起 大 民 生
本报记者 何 伟

秋瑾（1875－1907），女，字竞雄，号鉴
湖女侠，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革
命家。她从小崇拜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秦
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蔑视封建礼
法，提倡男女平等，留下了许多充满强烈爱
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篇。

1904 年夏，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
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
理。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创作
的《鹧鸪天》抒发了她立志为国牺牲的心声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
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
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1905 年，秋瑾回国加入光复会。同
年 7 月再赴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
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参与创办
中国公学。1907 年 1 月她创办我国第一份妇女报刊——《中
国女报》，号召妇女为争取解放而斗争。1907 年 2 月回浙江，
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与徐锡麟共筹在皖、浙两地发动武装
起义。

为有效组织武装起义的力量，秋瑾整顿光复会组织，联络会
党势力，组织“光复军”。她将光复会会员分成 16级，以“黄祸源
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
这首七绝诗中的前 16 字分别作为 16 级的表记。她还秘密编制

《光复军军制》，将光复军全军分为 8 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
权”8字分别作为各军的表记。

她与徐锡麟联系，制定了皖浙起义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
兴为中枢”。大通学堂成为当时浙江革命的大本营。1907年7月6
日，安庆起义失败，7月13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不幸被捕。她
坚贞不屈，怅恨自己壮志未酬，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
诗，7月15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辛亥革命后，在她就义处建立起了秋瑾烈士纪念碑，烈士
灵柩定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20 世纪 50 年代迁葬杭州鸡笼
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现西泠桥畔立有秋瑾烈士全身塑像，接
受世人缅怀。1912 年 12 月孙中山莅临杭州亲往秋社致祭，题
赠挽幛“巾帼英雄”。1939 年周恩来巡视浙江，在绍兴题词“勿
忘鉴湖女侠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号召世人向秋瑾
学习。

文/新华社记者 俞 菀

（新华社杭州4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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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
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
命，永远跟着党……”这是 59岁的山东
金乡县鸡黍镇东李村村民李广印打小
就爱唱的一首歌。金乡县是英雄王杰
的故里，听着王杰的故事长大，一心想
沿着王杰的足迹走下去的李广印最终
没能扛成枪，却把东李村党支部书记
的大旗扛了 15 年。这 15 年，李广印把
一个“乱得像鸡窝”的穷村，发展成为
全国文明村。

王杰，1942年10月出生，山东济宁
市金乡县人，1961 年 8 月入伍。1965
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张楼公
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危急
关头，为保护在场的 12 名民兵和人武
干部，他舍身扑向炸药包，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

在金乡县，除了有王杰村、王杰纪
念馆、王杰小学、王杰中学外，还有王
杰路、王杰派出所、王杰广场、王杰公
园等，英雄王杰成为金乡新地标。半
个世纪以来，王杰精神在这里落地生
根、不断传承：时代楷模陈新宁、救火

烈士周轲、齐鲁好少年李目辉等先进
人物、道德模范，在金乡层出不穷。

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第 71集团军，专门到王杰同志生
前所在部队，与官兵一起重温王杰的
英雄事迹。总书记还特别强调：“王
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
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
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
芒。”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金乡县干
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他们立即开
展了学习王杰精神解放思想讨论活
动，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把
王杰精神融入血脉、化作基因。今年
以来，金乡又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在全县党员干部中集中
开展“对标王杰、查摆差距、苦干争先”
实践活动。

“总书记曾经指出，‘共产党员要
做到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
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
金乡县委书记董冰告诉记者，偏居鲁
西南一隅的金乡县基础差、底子薄，为

改变落后面貌，金乡上下同欲，自强不
息，从英雄王杰身上汲取奋勇前行的
正能量，把践行王杰精神作为凝聚全
县干部群众意志的重要力量。

为实现后发赶超，冲刺山东省县
域发展第一方阵，金乡的干部自觉成
为王杰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居弱
图强，比在一线、拼在一线，不为落后
找理由、只为争先找出路。在向工业
强县跨越的征程中，总投资 51 亿元的
凯赛生物项目开工了，填补了世界生
物法生产尼龙产品的空白；总投资 36
亿元的黑猫炭黑项目落地了，生产的
炭黑系列产品九成出口至米其林等国
际知名轮胎公司；总投资 16 亿元的鲁
晨 新 材 料 项 目 扎 根 了 ，生 产 的 芳 纶
1414 纤维是目前国际最高端、最前沿
的复合新材料……去年以来，金乡新
签订亿元以上合同项目 55 个、总投资
231亿元。

一大批企业纷至沓来，金乡形成
了新型煤化工、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
医 药 、装 备 制 造 等 七 大 主 导 产 业 体
系。在新材料园区，纵横交错的管线

鳞次栉比。“从煤焦油到针状焦，再到
炭黑，这个新型煤化工链条上共有世
界 500 强企业 5 家、央企 3 家、上市公
司 7 家、高新技术企业 18 家，形成了煤
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石墨烯新材
料、精细化工新材料四大产业集群。”
新材料园区管委会主任王允东自豪
地说。

欠发达的金乡县，还在民生投入
方面频出“大手笔”，去年，财政总支出
82.3%的资金用于教育教学、医疗卫
生、就业创业、健康养老、社会治安“五
大民生高地”建设，人居环境正成为金
乡的金字招牌。为鼓起农民的“钱袋
子”，金乡把大蒜这个不起眼的调味
品，培植成农民致富的“金疙瘩”。现
如今，“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
金乡”，金乡大蒜成为全国大蒜价格的
风向标，当地农民的增收中，八成多是
靠大蒜产业来支撑。

“王杰的歌，我们永远传唱，他用
生命铸就王杰精神，是金乡的一座精
神‘金矿’，在金乡大地薪火相传。”董
冰说。

“王杰的歌，我们永远传唱”
——山东省金乡县干部群众火热践行“王杰精神”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 伟

文明祭扫树新风

本报北京 4月 6 日讯 记者齐

慧 韩秉志报道：4 月 6 日，全国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1135万人次，预计增开
旅客列车 410 列，其中跨铁路局中长
途旅客列车91列，铁路局管内旅客列
车319列。

清明节小长假期间，为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铁路部门坚持提升运力、提升
服务品质双措并举。太原局集团公司增
开1对高峰线列车，重联16趟高铁动车
组，日均增加席位9800余个，郑州局集

团公司开行“奇境栾川号”“云台山号”
“重渡沟号”“红旗渠号”旅游专列，武汉
局集团公司等也增开多趟列车。

另据民政部清明节工作办公室对
全国 180 个群众祭扫观测点数据统
计，所有观测点全天共接待祭扫群众
257.8 万人次，疏导车辆 33.4 万台次，
比清明节当日分别减少了 51.7％和
53.8％，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2.7
万余人。各地群众祭扫秩序良好，未发
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铁路部门增开列车保出行
各地清明祭扫活动平稳有序

本报讯 记者周斌、通讯员张伟

明报道：清明节小长假期间，中国铁路
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客流集中的火
车站和各次旅客列车上大力宣传家庭
追思会、网络祭扫、鲜花祭扫、踏青遥
祭等文明低碳的现代祭扫方式，引导
旅客移风易俗、文明祭祀。

“各位旅客，网络和鲜花祭扫不仅

低碳环保，而且安全方便。”4月5日上
午 7时 45分，昆明开往贵州六盘水的
6062次列车从昆明站刚开出，列车上
的文明祭祀宣传就拉开了帷幕。列车
长隋敬波介绍说，6062次列车全程停
靠48个车站，清明期间沿线群众纷纷
乘火车外出祭扫，在列车上宣传能有效
增强效果，倡导文明祭祀理念。

云南流动宣传文明祭扫理念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戊戌年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4月 5日在陕
西省黄陵县黄帝陵举行，海内外中华
儿女近万人参加典礼。

上午 9时 50分，戊戌年清明公祭
轩辕黄帝典礼正式拉开帷幕。鼓声雄
宏、钟声悠远。34声咚鼓象征着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台湾地区和海外侨胞以及全

体中华儿女崇敬始祖的共同心声；9响
钟鸣代表着中华民族崇敬始祖的最高
礼数。随后，各界代表敬献花篮，在场
全体人员向轩辕黄帝像行鞠躬礼。

据了解，今年的公祭活动以“溯源、
寻根、凝心、铸魂”为主旨。围绕公祭活
动，举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
座、黄帝文化学术交流会、华夏同根主
题音乐会等11项丰富多彩的活动。

左图 江西省景德

镇市昌江区丽阳镇江联

村倡导低碳、环保祭扫

方式，村民以杜鹃花、油

菜花向逝去的亲人表达

哀思。

许荣崽摄

上图 河北宁晋县

苏家庄镇伍烈霍村百年

梨树群下，82 岁的霍庆

彬（中）为参观的学生

讲述当年八路军在梨

园伏击日寇的故事，带

领学生们重温历史，缅

怀先烈。 永 辉摄

陕西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上接第一版） 目前初步形成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
岛、石家庄 5 个大数据产业基地，投入运营了张北云联数据
中心、数据港张北数据中心、润泽国际信息港、华为廊坊云
计算基地等一批大数据中心，投入使用的服务器达 30 多
万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装备制造业占比逐年递增，2016
年增加值首超 3000 亿元，超过钢铁工业 52.4 亿元，河北进
入由装备制造业引领工业经济发展新阶段。刚刚过去的一
年，装备制造业实现对河北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90％，在工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加巩固，稳居全省七大主
要行业之首，成为支撑工业增长的首要力量，稳坐工业“头
把交椅”。

河北制造正在向河北智造持续提速。积极推进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工业企业在降低运营成本、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不良产品率、提高能源利用率五个方面取得明
显成效，具有良好增长性的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不断增加。
北方奥钛、银隆新能源、君乐宝乳业、老白干集团4家企业入
选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神威药业“现代中药制造数字化车
间”、乐凯胶片“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膜智能工厂”、中铁山桥

“轨道交通关键部件数字化车间新模式”3 个项目也进入了国
家智能制造标准和新模式应用项目的名单。

动能转换 服务业成增长动力

“2017 年，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服务业比重
和贡献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已成为支撑我省经济增长的
主动力。”河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田艳说。去
年，河北第一产业比重首次降至 10%以下，服务业增加值增
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服务业比重达到 41.8%，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七成，高于第二产业 45.1个百分点。

“从北京来到沧州刚两个多月，月营业额已经突破 10 万
元，老客户还在，生意链没断，只是换了个地方，相信以后
会一天比一天好！”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夏建军，现在是
沧州市明珠商贸城的商户，2017 年 11 月 30 日，从“动批”
最后一个闭市的东鼎市场转战而来。4 年来，许许多多的

“夏建军”从北京的“动批”市场、雅宝路市场、大红门市
场等来到了河北。截至目前，河北累计签约引进北京商户
25000 余户，入驻 10150 户。

打破瓶颈，让京津冀区域内“人便其行、货畅其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河北省把推进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作为重中之重，加强与京津的互联互通。截至 1 月 31
日，京台、京港澳、京昆、首都地区环线等干线公路“断头
路”“瓶颈路”相继被打通，总里程超过 1400 公里。目前，
河北省正在加快推进太行山、京秦、津石、延崇等高速公路
建设。现在，在承德、唐山、保定、张家口、廊坊等地，融
入京津的物流配送体系正在逐步搭建，京津冀市场间的要素
流动越来越快。

2017 年，河北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旅游
业发展规模和质量实现全面跃升，旅游业成为河北省实现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产业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增长点。去
年，河北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5.7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
600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3％和 32％，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

河北积蓄高质量发展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