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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贾东军一行就加强人民法院基
层建设"促进公正司法情况!到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进行专题调研#

在调研座谈会上! 海南一中院负责人
以及琼海法院"陵水法院"海口市秀英法院
等 !个基层法院负责人!就法院队伍建设"

审判工作" 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问题进行
了专题汇报$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此次调研!主
要是为了了解各法院基层建设% 公正司
法情况!从人大职能的角度为&两院'进
一步加强基层建设% 有效履行职能提供
支持和保障$调研组除了召开座谈会!还

将接受基层法院书面材料! 听取基层法
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意见和
建议$

贾东军对海南一中院辖区两级法院近
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近年来!海南一中院及辖区两级法
院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
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坚持&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加强队伍建设!突出
抓好司法能力建设%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

积极开展各项审判执行工作! 不断强化审
判管理!提高司法能力!为海南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以及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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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记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美济
礁的鱼丰收了!在香港卖出了好价钱$ '一
见面!临高渔民张东海就乐呵呵地说$

张东海 "##$ 年开始在距离三亚 %&#

海里!也就是 '"##多公里的南沙美济礁上
开始了他的养鱼事业$ "#(#年有了第一次
收获!龙胆石斑鱼等名贵鱼每斤能卖到上
百元!到现在!美济礁养殖项目已投放养殖
鱼苗近千万尾!规模已扩展到 )米!)米方
形网箱 ((组共计 ))口!半径 ("米的圆形
网箱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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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海家祖辈渔民! 但到了张东海这
里!船从北部湾跑到了南沙美济礁!网从
捕鱼用变成了养鱼用$

南沙群岛由 "!#多个岛屿%沙洲暗礁%

暗沙和暗滩组成!到过美济礁的人!把这
里称作南沙最美丽的地方$ 这是个由椭圆
环礁围成的海洋泻湖! 面积约 )&平方公
里!礁盘内水深 "&米!全年水温为 "*摄氏
度!是天然的优良&鱼池'$ 资料显示!中国
渔民 (+##多年前就发现了美济礁这片神
奇的平静海域$

(**,年!国家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
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南海局)提出在美
济礁开展生产性养殖的科研课题! 并于
"##(年取得阶段性成果# "##)年底!南沙
美济礁养殖项目运作人%国内水产养殖专
家林载亮教授邀请张东海去美济礁进行企
业经营性养殖#

&我 "##(年就第一次到过美济礁!当
时因为在南沙从事捕捞作业时!遭遇风暴!

渔船燃料不够! 不得已向正在美济礁守礁
的渔政船借油# 我第一眼看到美济礁就觉
得这是个养鱼的好地方# '回忆起美济礁牧
渔之路!张东海对自己的慧眼颇为自得#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多重可行性论证和
办理相关手续!"##%年! 张东海来到美济
礁进行试验性养殖# 当时拿老虎斑和军曹

鱼做试验!用当地捕捞的鲜杂鱼做饲料!在
美济礁养殖场要比海南岛近海养殖场生长
速度快 !#-左右!且没有污染!是真正的
绿色食品#

"++$ 年 % 月!张东海投资上千万元!

带领着由 * 艘作业船和 ,& 名船员组成
的船队! 顺着西北风从临高新盈渔港浩
荡南下南沙美济礁# 当时为他们送行的
南海局局长吴壮表示! 这是我国首批在
南沙开展生产性养殖的渔民! 此举将使
我国在南沙的生产由季节性扩展为全年
性! 由局限在岛礁作业转变为在整个南
沙作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养殖即将有
成果!"++$年 '"月!风力 '"级%最大风速
'%级%浪高 "'米的风暴&海贝思'卷走了
张东海在美济礁的全部投资! 当时帮他在
美济礁看管渔排的 * 位渔民兄弟不幸罹
难! 另外 !位渔民在海上漂流 $天 ,夜后
获救#

张东海把房产% 汽车等变卖了近 "++

万元!补偿给 *个遇难渔民家庭#为了纪念
这 *位永远留在美济礁上的兄弟! 张东海
向相关部门申请!并于 "++*年 &月获准在
美济礁上立起了 &中国南沙美济礁养殖遇
难者纪念碑'#

&*海贝思+能卷走我们的船!卷不走我
们开发南沙的心$ '擦干眼泪!张东海"林
载亮决心从头再来$ 在有关方面和好心人
的支持下!"++,年 '+月! 张东海带领 )!

名渔民再下美济礁!在同一片海面上!建起
一方方能抗 *级风暴的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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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的养殖工作中! 张东海深刻反
思风暴&海贝思'造成的影响!他经过询问
渔政人员得知!在强风暴中!美济礁礁盘内
的海平面会上涨 !米多! 这会造成固定渔
排用的绳索被生生扯断!"++*年! 张东海
大胆进行技术改革!改用铁链抛锚打桩!适

度增加网箱的活动范围! 以增强网箱的抗
风浪能力!这项技术正准备申请国家专利$

"+''年 $月!张东海投入 ,++多万元改造
了一艘载重 '"++吨的集装箱船!能储备淡
水 )++吨!日净化淡水 !吨!具备补给和速
冻"烘干加工以及包装功能!是目前中国在
南沙作业吨位最大"功能最全"技术最先进
的大型多功能渔船$ 在美济礁轮班守护网
箱的 "'位渔民以这艘大吨位渔船作为生
活"生产基地!改善了生活和作业条件!增
加了安全系数$

从 "++,年至今! 张东海依靠个人融
资!先后在美济礁养殖工作中投入 "+++多
万元!现在!美济礁养殖场上有 )米!)米
方形网箱 ''组共计 ))口!半径 '"米的圆
形网箱 '+组!养殖鱼苗近千万尾!品种包
括老虎斑"龙胆等名贵鱼类$ 从 "+'+年至
今! 张东海的公司已出售成品老虎斑 '&

吨!取得了初步的经济效益$

去年 %月 '!日!张东海领导的临高泽
业南沙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向中共临高县
调楼镇委员会申请成立了美济礁党支部!

从此!党旗高高飘扬在美济礁上$

中共泽业南沙美济礁支部委员会由 %

名渔民党员组成!其中党龄最长的是 %'岁
的临高县调楼镇调楼村原党支部书记王国
辉!有 !,年!党龄最短的也有 '+多年$ 长
期驻礁作业中! 泽业公司充分发挥着党员
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在去年 *月
"*日召开的第一次美济礁支部会议上!张
东海等 %位党员再次统一思想! 今后在遇
到任何困难时!党员都要站在最前线$

一心在南沙发展生产的张东海! 家人
还在海口租住旧房度日! 张东海自嘲这是
&有事业没家业'$ 为了坚定开拓南沙的信
心和决心!张东海在去年 %月还提出申请!

希望把自己及妻子" 孩子的户口迁往美济
礁$&现在三沙市成立了!我要加紧申请!希
望能早日办成美济礁户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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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在省委"省政府表彰后!海航集团
随后也召开大会!对&%,"*'反劫机 ./$&&)

航班机组人员予以重奖$ 海航集团负责人
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 重奖体现了对英雄
的尊敬!&怎样重奖都不为过'-重奖也是海
航机组日常训练有素的专业价值的体现$

海航将继续深化&视安全如生命'的安全文
化!并在其中总结推广&%,"*'反劫机成功
经验!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海航集团宣布! 授予该机组全体成员
&海航功勋员工'勋章!并给予重奖.安全员
杜岳峰%徐洋!乘务长郭佳各奖励现金 (##

万元%房产 (套%奥迪车 (辆!英雄机组其
他成员各奖励现金 &#万元% 房产 (套%奥
迪车 (辆- 海航集团还对天津航空全体干
部员工给予奖励$ 对机组的奖励总计约
!###万元! 全部奖励金额预计超 &### 万
元$ 此外!海航集团还奖励 ./$&&)航班上
见义勇为的旅客终身免费乘坐海航航班$

那一刻!英雄们心中在想什么/ 荣誉和
重奖!他们又如何面对/

&那一刻!我也害怕$ '乘务长郭佳在今
天的媒体见面会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
心有余悸.&但平时反复的培训告诉了我该
做什么$ '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她马上按照反

劫机培训时的程序按下了紧急警报! 将机
舱内的情况通知机长! 她还机智地用餐车
堵住了歹徒冲向驾驶舱的路$

&专业的力量此时发挥了关键的作
用$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在媒体见面会上
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严格的安全
管理打造出了海航空中安保专业力量$海航
的安全文化可用&一个字'和&一条线'来概
括!即&严'和&高压线'$ 如果没有每日每个
航班的准确到位%安全员的有素训练!如果
没有机组在危难时机严格准确地判断形势!

精确运用反劫机的每个程序!就无法取得此
次反劫机的胜利$

&群众的力量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
峰表示!在&%,"*'事件中!当时客舱只有两
位年轻专职安全员!)名乘务人员也都是年
轻女孩$ 面对 %名劫机男子和爆炸物威胁!

处于明显劣势$ 危急之下乘务员机智灵活
地动员旅客参与反劫机! 改变了斗争的力
量态势$ 据悉!在目前的航空安保规章中!

没有类似的动员旅客参与反劫机的明确规
定$ 海航将总结此类成功经验!推广并纳入
今后的安保程序和相关制度中! 提高反暴
力劫机的能力$

&光环和荣誉只能证明过去的成绩!在
今后的工作中更要戒骄戒躁$ '年轻的安全
员杜岳峰说!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努力
做好本职工作!保障好每次航班的飞行$ 这
不仅是他的心声!也是海航集团的行动$ 媒
体见面会透露! 海航将对航线安保再次作
出调整!增添优势人力!充实力量!做好应
对各种风险事件的准备$

!"#$%&'

B6C!%!DEF!G"#H<=>?@>AIJ#&2KLM

海航集团天津航空公司 ./$&&)航班机长 567

!"#!

8

$

9

!%

:#;<=>?@AB

C?D

&'())*

?EFG#HIJ

+

KFL

M(NOPQRSTUVWXYQZ[$

\]^_`NB#

$

Kabcd;efY

F# ghaijklmnopqFrst

u$ _FL%vwfxyzi{#H|b}

~����# ��M�o�|b$

&'())*

?������?# ���Fdvwf�

���#�����������$

{�#;��FL#��:� ¡¢£

¤¥¦Q§¨$

$

9

!%

:©ª

#!

«

!)

¬# ?�R

SF®¯«OY#Y°UVWX$

#!

«

,-

¬#±²wn³´µ¶·R

¸¹fº�»$ ;lmn¼½¾%¿À

ÁnÂÃÄÅÆÇÈº_NO#HÉy«#

lmn³Ê¿�&ËwnÌº~'fÍÎÏ

Ð#Ñ[Ò\_ÓN«Ô¡lmn%Ê&w

nÕÖ×Ø'ÍÎ#;�Ù<ÊÚÛ(ÄÇ

qF$

<=FÒ#;ÜÙÝÞÕÖßà#<Ê

�?áâ$ ãlmn¬ä# ;åæçèY

F#élmåæ&'êë#ìíÕÖ�?#

îïðF®ãñqFßàòó¯ô$ õö

(òó÷Ö¯ô#ø«�ùlmn��$

úûqFü�?ýþfÿ+©#;

<=FÒ#!!f

.$

¬"##$%�`N

�©�&Òf'($

lmnf¼½¾�NÌ)Jfwn*

+, -¿_;f.Ë( /£��(H|

b}~�����#012dÄ34å5#

6789:;) Ñ[Ò_À<=�>f�

 {#?@ABCDEF|bjklmn)

Ñ[(eBÅGHIf»JKLíðvw

MN)O3vw�²PQ=5fRS#B2

TUM�NVWù����fXY$ _`

RÖ«Z# ;eYQÇ([Nïòf\^

�A]â#]^çèYF#B�_f«Ô�

YF��`a_RSF®$

.!

«

*$

¬#YFbbac#_Fde

cffg# hÆwni%ÊNjk+fl

×$ g«#;mnü#_`®�H�fop

©#_`®]qHrsftu©#;eAv

Nw>p�xy# ;ez{MX|ù�]

q# ;eB}~f������Çf�s

Q�#����4��f��#�Fd�Ä

������$

B��Ç$ ��H;NO����f�

���#;=�e}~f��R@âfÏ�

�ü��R� * `¡ñqF�¢f��#

£¤¤^>?@Af��#\^�Äk¥R

¦f©�Ç§f��$ t¨©ª#Z«¬h

�rsi®¯°ü±²³f#gh¬´§

µAv#¶·¸¹Rºbâfh»#¼�£

�Ç½#��fB¦#¾�¡]q¿À*

y«;e\�Á!>?ÇfÂÃ#Ä

!YQ��Åæ# ÆQÇvw��È�f

ÉÊ#ËÌ>?ÍÎH��#=¸¹ÏqR

ºtÐÑ���$

()*!+"#,-./01/2

#

)

$

!'

%]^_de_fgh`i& XYjk lm n

N!D)OPQRSTUVW

XYZ[\]&^_

X829

$

"

'

:; !!"ÒÓ7

&'(ÔÕÖ" 为总结交流今年以来全省
政法系统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活动情况!今天上午!全省政法干警核心
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汇报会在海口召开!

会议强调! 政法干警要坚守忠诚的政治本
色%为民的宗旨意识%公正的价值取向与廉
洁的职业操守$

汇报会上! 省直政法各部门负责人及
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屯昌等市县党委政
法委负责人进行了发言$

据悉! 自 )月初我省全面启动教育实
践活动以来! 省直政法各部门和各市县政
法机关结合各自实际! 迅速掀起教育实践
活动热潮$ 省高院把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教育实践活动与&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司法
作风转变作为抓手!采取宣讲辅导%专题培
训等方式!增强了干警的党性修养-省检察
院以全体干警为对象!以领导干部%执法一
线干警%青年干警为重点!分级%分类%分批
组织专题培训!深化学习效果-省公安厅结
合&三访三评'!走千家访万户!坚持走群众

工作路线! 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奠定思想基
础-省司法厅抓好组织领导!在活动机制上
形成保障力$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海!省高院
院长董治良!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李富
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谢建良出席会议$就
深入推进教育实践活动! 肖若海提出四点
意见!他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切实
增强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紧迫
感$ 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
动! 是推动我省政法工作科学发展的客观
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重要途径- 进一步
强化学习教育! 切实打牢践行政法干警核
心价值观的思想根基$ 政法干警要坚守忠
诚的政治本色%为民的宗旨意识%公正的价
值取向与廉洁的职业操守- 进一步强化实
践特色! 切实增强教育实践活动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力争在提升群众满意度%构建和
谐平安海南% 推动政法工作科学发展上见
成效-进一步强化督促指导!切实保障教育
实践活动整体推进%扎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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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应
当是始终心里装着人民的服务者! 应该是
具备杨善洲一般为万里青山而不惜耗尽白
首!历尽铅华却矢志不渝的人格力量$ '今
天上午在海口举行的海南省 &十佳审批服
务窗口'暨省政务中心&七一'表彰大会上!

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省商务厅审批办工作
人员詹联科在表彰会上发言!他表示!正是
抱着这样的信念! 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中创
出优秀的政务服务成绩$

记者了解到!由海南日报社主办!省政
务中心%南海网%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
道等单位协办的&万人评议省政务中心'活
动!自 &月 $日开始至 %月 "&日截止!&十
佳审批服务窗口' 评选总投票数高达 "$##

多万票$ 最终!省工商局审批办%省住建厅

审批办% 省国土厅审批办% 省教育厅审批
办%省林业厅审批办%海口海关审批办%省
人社厅审批办%省商务厅审批办%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办% 省地税局审批办获
得&十佳审批服务窗口'奖$

据了解! 万人评议省政务中心活动开
展以来!中心机关及各审批办工作人员!关
注群众评议!立足工作岗位!创先争优热情
进一步高涨$开展评议活动!拓宽了各窗口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渠道! 推动服务型政
府建设$ 中心的审批服务窗口及招投标平
台接受社会各界人士评议%监督!促进了工
作人员作风建设!服务意识进一步提升$中
心上下以评议活动为契机! 在深入创先争
优活动上做文章! 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日常
化%岗位化%群众化$

副省长林方略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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