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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论坛召开还有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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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航空大省!确保飞行安全至关重大!请省政府组织尽快落实胡总书
记的重要批示!海航等航空公司要举一反三!严格规定!安全管理" 另!海航机组应予表彰!

我已批过" 海南日报要宣传报道机组人员和乘客与歹徒拼命!英勇搏斗制服歹徒!避免了一
次劫机乃至是机毁人亡的重大事件的感人行为和爱国爱人民的英勇无畏精神" 他们是为海
航#为海南#更为国家作出的一次特殊而伟大的贡献$

()*&'#在反劫机事件中!反映出海航集团安全保卫工作的扎实有效和过硬的应
急处置能力"向英雄机组的全体人员致敬$也望海航集团珍惜荣誉!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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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 #$%

这是漫长的 !"分钟!这是惊心动魄的
!"分钟!这是生与死考验#邪恶与正义较量
的 !"分钟"

#$!%年 "月 %&日!邹劲松作为海航集
团旗下天津航空 '()**+航班机长!与另外
,名机组成员一起执行新疆和田至乌鲁木
齐的任务"

与以往每次执行航班一样!当天早上!

全体机组成员进行了严格的飞行前准备"

邹劲松作为机长! 负责发布当日飞行任务
总要求!并嘱咐紧急情况处置原则#突发事
件处置方法#反劫机预案等内容" 出发前!

邹劲松还笑着对两位安全员杜岳峰和徐洋
说%&小伙子们!今天要把目光都放机灵点!

马上就是'七一(党的生日和香港回归十五
周年!咱天津航空可不能出丝毫差错$ )

两名安全员齐声回答&机长放心$ )

中午 !%时 %*分! 飞机从和田机场准
点启航!起飞状态一切正常"当时航班有 &%

名旅客"

!%时 -%分! 在飞行高度即将 *)$$米
改平时!邹劲松突然感到驾驶状态不稳!客
舱里传来尖叫声和急促奔跑声! 还有一阵

嘈杂的打斗声" 他抬头向驾驶舱监视器看
去!只见原本平静的头等舱区域!此时几个
人扭打成一团" 与此同时!驾驶舱警告信号
灯闪亮!警告铃也随之急促响起!邹劲松马
上意识到%发生劫机了$

邹劲松告诉自己%保持冷静!并立即启
动紧急预案! 作出返航决定" 按驾驶舱分

工!邹劲松负责操纵飞机!同时下令副驾驶
杨海涛负责通讯联络! 立即向地面报告飞
机遭遇劫机!申请紧急返航!同时要求机场
做好反劫机预案" 一旁的观察员陈开元!这
时已经做好应急准备!盯着监视器!监控客
舱情况!随时保卫驾驶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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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隆重举行&"+

%&)反劫机英雄机组表彰大会!号召全省人
民学习英雄事迹!弘扬社会正义!奋力开创
国际旅游岛建设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保铭!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会见了反劫
机英雄机组全体成员,,,海航集团天津航
空公司 '()**+航班 &名机组人员"

参加会见的反劫机英雄机组成员有机
长邹劲松!乘务长郭佳!安全员杜岳峰#徐
洋!副驾驶陈开元#杨海涛!乘务员吕慧#王
婉钰#宋佳"

&听到你们的事迹后!我们很感动并深
受鼓舞"你们非常了不起$ )会见中!罗保铭
代表省委#省政府和海南人民!向英雄机组
表示衷心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并感谢他
们为海航并为海南赢得了荣誉"

罗保铭说! 在遭遇 "名歹徒暴力劫机
的危急时刻!你们心系全体乘客安危!牢记
职责与使命!舍身忘我!英勇无畏!奋不顾
身!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在旅客协助
下成功制服歹徒! 避免了一起劫机乃至机
毁人亡的重大事件发生!为海航#为海南#

更为国家作出了特殊而伟大的贡献! 全国
人民都为反劫机的重大胜利深感欣慰!也
对你们深表赞赏和敬意"

罗保铭指出!反劫机成功并非偶然!得
益于我们未雨绸缪准备充分! 应对及时处
置得当" 首先是国家民航局严格落实各项
安全措施! 制定了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科
学预案" 其次是海航集团一贯高度重视安
全管理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 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 还有就是英雄的机
组成员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 具有严谨的
作风和崇高的职业操守" 这些都浓缩在机
组成员与歹徒搏斗的短短 !"分钟里!集中
体现在英勇无畏的反劫机行动中"

罗保铭强调! 飞行安全是航空事业发
展的永恒要求!海航集团要举一反三!全面
总结反劫机斗争经验!强化安全措施!不断
提升管理水平!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蒋定之在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 他说!

反劫机英雄机组人员! 在突遇暴力劫机的
生死关头!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果断处置!

和广大乘客一起! 与暴徒展开了惊心动魄
的殊死搏斗!成功粉碎了劫机图谋!用鲜血

捍卫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机组人员和广大乘客可歌可泣#荡气回
肠的英雄壮举! 得到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
的高度赞扬" 这是英雄机组的骄傲!是海航
人的骄傲!也是海南人民的骄傲"

蒋定之称赞机组人员无愧为时代的英
雄#社会的楷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代表" 他强调!反劫机斗争的胜利!充分
展示了机组人员对党# 国家和人民无比忠
诚的先进本色!大义凛然#见义勇为的高尚
品德!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敬
业爱岗#守土有责的职业操守!同心协力#

生死与共的团结精神! 诠释了英雄精神的
时代内涵!树立了英雄精神的崇高典范" 他
说!反劫机斗争的胜利!也是机组人员和人

民群众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的结果!彰显了
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基础! 反映了人民群
众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展示了
正义的力量#团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 他
强调!和谐与稳定是人心所向!和平与发展
是时代主题!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进步一定
战胜倒退"

蒋定之号召全省人民广泛深入开展向
英雄机组学习的活动!大力弘扬#努力践行
伟大的英雄精神!敬业爱岗#勤勉工作!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奋力开
创国际旅游岛建设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他要求海航集团认真
总结反劫机斗争的成功经验!继续坚持&视
安全如生命)的理念!不断健全空防和安保

预警机制! 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构筑起确保航空安全的坚实屏障"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省委#省政府
奖励英雄机组 *$ 万元! 奖励机组成员郭
佳#杜岳峰各 !$万元" 省妇联授予乘务组
&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授予乘务员郭
佳#吕慧#宋佳和王婉钰&三八红旗手)荣誉
称号-共青团海南省委授予英雄机组&海南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宣读了省委#

省政府的表彰决定"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新
阳主持大会" 副省长李国梁!省长助理#省
公安厅厅长李富林!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

海航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健参加
会见并出席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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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海航集团决定!授予在&"+%&)反劫机斗争中
见义勇为的 %%名旅客 &海航荣誉旅客)称
号! 并奖励其本人终身免费乘坐海航航班!

不限次数"

"月 %&日!海航集团旗下天津航空公司
'()**+航班机组执行新疆和田到乌鲁木齐
飞行任务时!遭遇 "名歹徒暴力劫机!机组
人员在旅客协助下成功制服歹徒"在此斗争
中!机组临危不惧#果断处置!驾驶飞机安全
返航-安全员和乘务员英勇无畏!发挥了关

键作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旅客不分民族#不
分职业#不分性别!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密
切配合#同仇敌忾!在危急时刻发挥了重要
作用" &"+%&)反劫机斗争的成功!是可歌可
泣的英雄壮举"

海航集团决定!授予在&"+%&)反劫机事
件中见义勇为的 %%名旅客&海航荣誉旅客)

称号! 并奖励其本人终身免费乘坐海航航
班!不限次数"据介绍!下一步海航会联系每
一位受奖励旅客告知操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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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召开的 %$!% 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
运行分析会透露!今年上半年!我省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努力扩大工业投
资!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工业转型升
级!全省工业经济呈现出增速放缓#经济
结构加快优化调整#工业投资力度持续加
大等特点!但是!上半年我省工业经济运
行情况落后于预期"

据介绍!今年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增加值 !,)/"亿元! 同比增长 "0*1!

增速同比回落 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 +/# 个百分点" 其中! 轻工业增长
2-/*1!重工业增长 +/"1!重工业增速同比
回落 2*/2个百分点!重工业生产下滑是全省
工业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其中! 氮肥#汽
车#天然气#精甲醇#水泥等产品产量分别下

降 -$/+1###/*1#2$/21#&/+1#+/*1"东#中#

西部等市县工业增速均有不同幅度回落"我
省五个主要工业市县中!澄迈工业增加值增
幅最大!达 #)/)1!洋浦同比下降 -/+1"

副省长李国梁在会上指出!尽管当前我
省工业经济运行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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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红岭灌区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
改委批复" 这标志着红岭灌区工程前期工
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去年 #月! 红岭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
设!项目总投资 #*/$& 亿元!水库库容 "/"+

亿立方米" 本次批复的灌区工程是列入/国
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
若干意见0中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是红岭水
利枢纽工程的配套灌溉工程!可以充分发挥

枢纽工程的作用"

灌区地处海南省东北地区! 工程由总干
渠#东干渠#西干渠及灌区骨干渠系工程组成!

渠道总长 *2#公里3工程总投资 +)0+-亿元4总
工期 )%个月"项目建成后!可解决海口#定安#

文昌#琼海#屯昌五市县用水需求!有效控灌琼
东北地区五县*市.2-)0%万亩耕地*其中新增
灌溉面积 )+0)"万亩.!提供城镇用水 ,+%,万
立方米!解决灌区内 %*0&-万城镇居民供水和
-20&)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红岭灌区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十
二五)重点工程4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
性工程4 建成之后将对我省经济与社会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 该工程是继大广坝水利#大
隆水库#红岭水利枢纽工程之后!我省又一
宗大型水利工程!是从根本上解决琼东北地
区工程性缺水问题的关键性工程!对保障区
域城乡和国家文昌航天发射中心供水安全!

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快推进当地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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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省政府工作报告0向全省人民公开
承诺了今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十件实事"

为进一步推进十件实事的落实!今天下午!

省委# 省政府在海口召开为民办实事半年
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长
蒋定之在会上强调!十件实事是省委#省政
府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件件都要
落实! 一件也不能落空! 半点也不能打折
扣!年底前必须全部兑现到位!接受群众的
检查和评判!取信于民!彰显党和政府的公
信力"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级高
度重视十件民生实事的落实和推进" 通过
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十件实事逐项落实!进
展顺利!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蒋定之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他指出!十件实
事每一件都直接关系百姓生活! 社会各界
十分关注! 一定要带着责任和感情来做好
工作!确保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结果"

蒋定之强调! 办好十件实事关键在领
导!关键在重视!关键在落实" 各市县#各有
关部门要真正把十件实事当作大事来抓"

主要负责同志要倾注精力!亲自过问#亲自
检查#亲自协调!掌握情况#指导工作#解决
问题-分管领导#责任部门要全力以赴抓工
作的推进和落实!各司其责!密切配合!齐
心协力把十件实事办实#办好"

蒋定之指出!在落实#推进十件实事的
过程中!还存在行政审批效率较低#资金
匹配不够到位#项目进度不平衡#组织施
工有待加强等问题" 他说!推进工作的关

键是要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继续提高
行政审批效率!在项目招投标上进一步向
市县下放权力!省和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对
具备条件的项目要实行&打包)!探索分类
并联审批模式! 切实提高审批质量和效
率- 社会投资项目无论大小一律交给市
场" 要加强资金筹措调度!进一步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把十件实事作为财力保障的
重中之重" 要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凡是还
没有开工的项目!)月底前必须开工-已经
开工的要加强施工力量! 科学组织施工!

确保按时完成"

蒋定之强调!民生工程质量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必须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要高度重
视工程质量监管! 对工程质量实行严格的

&零容忍)! 尤其要确保保障房建设的高标
准#高质量" 他说!民生工程干好了不一定
留美名!但干不好一定会留骂名" 要以对党
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把每个工程
都建成放心工程#满意工程#优质工程"

蒋定之最后要求!在推进十件实事的同
时! 要同步做好相关配套政策的研究和制
定! 更好发挥十件实事的惠民作用和效益"

要按照公平分配原则!进一步健全保障房配
租配售制度! 切实解决保障房 &分房难)问
题"抓紧制定出台平价商店统一管理办法和
运营标准!完善扶持平价商店的各项优惠政
策!确保平价商店健康发展#受惠于民"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副省长林方
略#陈成!省政府秘书长徐庄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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