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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交警给学生佩戴安全头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洪光越）2月22

日，省委书记、省级总林长沈晓明主持召开

省级林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

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制度集成创

新，积极探索完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长效

机制，守护好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省长、省级总林长冯飞出席并讲话。

李军等省级副总林长出席会议。国家林草

局广州专员办专员关进敏到会指导。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

见》，听取全省林长制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审议通过《海南省2021年林长制工

作要点》。省级林长制办公室部分成员

单位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全面推行林长制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民族永

续、国家发展、民生福祉的战略高度，就

加强林草资源管理保护作出的一项重大

战略部署。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深

刻认识全面推行林长制的重大意义，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

来，扎实做好林长制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强省级统筹组织，省

级林长要定期开展巡林，研究解决重点

难点突出问题；省林业局要履行好省级

林长制办公室职责，完善并落实好《关于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全省各级

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坚持分区施

策，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护

发展森林资源；各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

强化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林长制落实。

会议要求，要强化制度集成创新，建

立林长制考核制度，健全森林资源保护发

展相关机制，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实现路径，完善社会参与和监督机

制，营造全社会爱绿护绿植绿的浓厚氛

围，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挂牌督办案件

和森林督查违法图斑整改工作，坚持“一案

一策”，制定整改方案，建立约谈和问责制

度，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做到立

即改、彻底改；要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

强化人员培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今年春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

销售火爆，相关免税经营主体在努

力做好离岛旅客购物提货等服务的

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在管

理和服务方面的部分问题。近日，

ID为“北京宝哥”的抖音平台用户便

在该平台上发布了提货时服务人员

找货慢、耽误时间的视频，引发了部

分网友关注。

2月22日，记者从省有关部门获

悉，事情发生后，海南整治旅游宰客

专班和免税工作专班立即启动核实

和处理善后应急机制。经核实，确实

存在抖音博主“北京宝哥”购买离岛

免税商品后，在离岛提货时找货慢、

耽误时间、无法现场退货的问题，但

不存在免税店“买10件只送9件”，利

用消费者的商品牟利的情况。中免

集团也主动联系了“北京宝哥”，向其

致歉并获得了该名旅客的谅解。

网友反映：

购买免税商品提货
时间长、无法现场退货

2月 16日，“北京宝哥”和家人

在中免三亚国际免税城内购买 10

票免税商品。2 月 19 日，“北京宝

哥”和家人自驾离岛，当日8点45分

步入客运通道排队等候提货，因中

免工作人员需到随车通道跨区域调

拨商品，一开始仅找到9套商品，找

另外1套货时间较长，且退货手续繁

琐，直到10点43分“北京宝哥”和家

人才提到所有货物离岛。

事情发生后，海南整治旅游宰客

专班和免税工作专班立即启动核实和

处理善后应急机制，要求中免公司查

清事实、查找问题；中免集团也主动联

系了“北京宝哥”，向其致歉并获得了

该名旅客的谅解。

经核实，“北京宝哥”反映的购

买离岛免税商品后，提货时间长、无

法现场退货的问题属实，但不存在

免税店“买10件只送9件”，利用消

费者的商品牟利的情况。海南省离

岛免税工作专班对给“北京宝哥”带

来的购物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同

时感谢广大网友对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政策的关注和理解。

调查原因：

免税城投入不足，管
理和服务不到位

记者从三亚国际免税城负责人
和免税工作专班负责人处核实到，

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三亚国际免税城对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的解释和引导不够，导致
“北京宝哥”和家人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未在规定提货点排队提货。根据

规定，离岛免税品是特殊商品，采

购、销售、运输、提货、换货全过程都

要受到监管。购买离岛免税品不能

即购即提，需要在机场、（下转3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洪光越 通讯
员陈世清 李盛兰）2月22日是海口市

各中小学校开学第一天，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组织警力深入全市各中小

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当天上午7时许，在海口市琼山

中学初中部门口，交警支队琼山大队

联合老陶义工社开展电动车不戴安全

头盔整治及赠送头盔活动，对未佩戴

安全头盔的家长和学生进行口头教

育，督促他们“戴盔上路”。

活动以发放宣传资料、赠送电动

车安全头盔等形式宣传交通安全知

识。当天，海口交警共组织宣传活动

16场次、受教育人数3000多人次。

开学第一天，海口交警深入各中小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开学第一课，从交通安全开始

针对离岛免税购物旅客反映提货慢等方面问题

海南加快推进系列措施
优化购物体验

■本报全媒体记者洪光越 通讯员李学锋

新华社长春2月22日电 吉林小城四平，在沈阳、

长春之间，京哈铁路沿线上，它是连接东西南北铁路和

公路的交通枢纽。

因其所处位置，四平也是扼东北咽喉之军事重

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 3月至

1948年3月间与敌人四次大战于四平，最终取得胜利，

四平也因此成了英雄城。四平战役的胜利影响了东北

解放战争各阶段的战局走向，为我党解放东北赢得战

机并奠定坚实基础。

前有战士流血，今有后人秉持先烈之志砥砺奋进。

英雄之城从不缺热血。

向前，以美好生活为念

1946年 5月，本是山花烂漫之季，塔子山却宛如

一片焦土。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部，居群山之首，站在这里

可俯瞰民主联军四平东线全部阵地，其得失直接关系

四平的安危。为抢夺阵地，当时国民党新6军使用全

美械装备，对塔子山进行了地毯覆盖式猛烈轰炸。

奉命坚守塔子山的是新四军3师7旅19团，其前身

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号称“铁军”，曾参与南昌起义、井

冈山会师、飞夺泸定桥、平型关大捷。在塔子山，他们再

次演绎了激烈悲壮的一幕: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用刺

刀刺……在击退敌人数十次冲锋后，伤亡已经过半。

“塔子山像是一个绞肉机，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

倒下了。”原广州军区副政委单印章曾亲历了这场战

斗。2016年接受采访时，老人迟迟不忍回首那段历

史，因为想起那些惨烈的牺牲场景，总是会落泪。

出征前，很多战士会穿上新军装。谁也不知道这

场仗打下来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时任新四军3师7旅20团2营副教导员魏凯江曾回忆，他与通讯员依令

撤离塔子山侧翼阵地时，面对无处躲避的炮火，身负重伤的通讯员挣开他的

手，“别管我了，不然咱俩都得死”。从此，通讯员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在浴血奋战下，最终掌控了战略要地四平。

明知生死难测，为何偏向危中行？

四平战役纪念馆战史研究室主任张宇明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赢得了广大人民认可。战士们多是普通农民出身，他们相信共产党能带领

大家走向美好生活。这些将士们以此为精神支撑，才会不惧死亡。”

英雄，从未被遗忘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工作，张宇明目睹过很多感人瞬间，让她深感这座城

市的温度。

2018年纪念四平解放70周年活动上，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刘雨亭从广西

河池赶来。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乘坐飞机，老人辗转4天才来到四平。如此

周折，只为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并将他参与四平战役时穿过的军装

捐赠给纪念馆。 （下转2版）

英
雄
的
热
血
从
未
冷
却

—
—

记
炮
火
硝
烟
中
奋
起
的
英
雄
城
吉
林
四
平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注重用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

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

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作出动员和部署，为全党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行方向。广大党

员、干部表示，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学以正心，树立正确
党史观

如何学好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

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动员大会上首次公

开强调“树立正确党史观”。

“百年党史内容丰富、资料繁多。树

立正确党史观，揭示了科学、准确认识和

学习党史的前提和基础。”北京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韦磊颇受触动。

他表示，学习党史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

科学方法，才能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

流本质。

一段时间以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诋

毁英烈形象的错误思潮和行径时有出现，

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中共满洲省委

旧址纪念馆馆长刘秀华认为：“党史学习教

育正当其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作为一名纪念馆工作人员，刘秀华

表示，应不断提升研究水平，挖掘丰富史

料，让革命历史、英雄事迹融入社会生活，

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弘扬正确的党史观。

学习党史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不管处在哪

个层次和岗位，都要全身心投入，做到学

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为基层加强

党史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指明方向。”山

东省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涛说。

海阳是闻名全国的“地雷战”故乡，

记刻着华夏儿女不畏外敌、团结一心的

英雄事迹。杨涛表示，接下来，将按照总

书记的要求，依托纪念馆等党性教育基

地，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在学党史中回望初心，坚定信

念，勇担使命。

学以致用，切实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话铿锵有力。

党史为镜，映照为国为民的初心。

72年前，党中央从河北西柏坡出发

“进京赶考”。如今，“赶考”的拼劲儿，仍

然激励着西柏坡人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不断奋进。

“我来自革命老区，学习党史，我们

首先从党在西柏坡的光辉革命历史学
起，接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西柏
坡镇党委书记陈东亮心中有了明确的航
标，“西柏坡镇已整体脱贫，接下来，将打
造红色旅游特色小镇，开发研学旅游、休
闲旅游等多元旅游产品，为全镇实现乡
村振兴再蹚一条新路子。”

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
区党委书记程家群说，党建引领、居民自
治，加快城市老旧社区改造，就是近年来
我们党为老百姓办的一件实事。

社区变迁背后有红色基因的传承，
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程家群坚信：

“学习党史，就是要继承共产党人的为民
情怀，不忘初心，把学党史与为群众办实
事结合起来，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浙江工商大学建校 110 周年恰逢
建党百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
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好青少年学习

教育。我们要把校史教育和（下转2版）

从党史中汲取持续深厚的奋斗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明

方向、提振干劲

“码上办事”平台发放
800万元离岛免税消费券

促进消费潜力
持续释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洪光越 通讯员
肖亚梅 符丹丹 徐应诗）2月22日，记者

从省大数据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活跃

海南离岛免税市场，促进消费潜力持续

释放，“码上办事”平台从当日开始发放

总价值800万元的16万张离岛免税消

费券，领券后可在线下离岛免税商品购

买时直接使用。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联合三亚国

际免税城、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海口

市内免税店、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博

鳌市内免税店5家免税店，在“码上办

事”平台发放价值800万元的零门槛50

元消费券共计16万张，可用于免税实体

店香水化妆品、食品百货、服装服饰、皮

具箱包、手表首饰等各类免税商品。

2月22日起，用户登录“码上办事”

APP或用微信、支付宝搜索“码上办事”

小程序，通过授权进入“码上办事”首页

后，点击“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券”，即可

领取海南离岛免税50元现金券，每人最

多可以领取两张。领取成功后可在“我

的卡包”中查看消费券详情。本次发放

的免税消费券将于本月 28号零点失

效。在优惠券有效期内，用户进入免税

店购买离岛免税产品时打开“码上办

事”展码支付，即享满50元立减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