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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三沙市
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之后# 三沙市地名碑揭碑仪式
在永兴岛码头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省政协主
席于迅为地名碑揭碑$

参加了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的广州军区

副司令员邢书成等领导出席了揭碑仪式$

省委副书记李宪生主持揭碑仪式并致辞#他说#

三沙市挂牌成立后#正式成为中国第 !"#个地级市#

第 $$$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 三沙市的地名正式嵌
入神州大地的版图# 三沙市的历史揭开她庄严的第
一页$ 这不仅是海南的盛事#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事$

据了解#地名碑由黄蜡石制成#重 %&多吨$在碑

正面# 右边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沙市(#

左边写着&'公元二!一二年六月国务院批准设立(#

中间是一幅包括三沙市在内的南海诸岛图$

碑的背面是落款为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
民政府(的)三沙设市记*碑文$

为庆祝并纪念三沙市的成立#省委%省政府向三
沙市赠送了这一地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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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
沙我的家#我的南海我的爱#无论多少风侵雨扰#你
永远是我中华血脉++( 正值三沙市揭牌成立的特
殊日子#一曲)我的南海我的爱*#深深地打动了省歌
舞剧院的全体观众$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策划主办的',爱我三沙-

...庆祝三沙市成立大型文艺晚会(今晚隆重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省政协主
席于迅#南海舰队副政委%南航部队政委刘明利观看
了演出$

晚会由序'爱我三沙(%第一章'南海魂(%第二章
'南海情(%第三章'南海颂(%尾声'爱我中华(五个部
分构成$ 通过不同艺术表演形式# 热情讴歌三沙的

自然与人文# 引领大家感受这座初生城市厚重的历
史#分享今天的喜悦#展望美好的未来$

'南海魂(通过对经典老歌)大海啊故乡*的演
绎#表达了大海于人类如母亲如故乡般广博而深邃
的情感$ 配乐诗朗诵)历史的回望*#歌舞)我的南海
我的爱*深情回望了中国南海的历史渊源#抒发中华
儿女爱我三沙的深厚情感$ '南海情(表现世代生息
于三沙的南海人对这片生养海域的深厚情感# 表现
南海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 '南海颂(表现驻守
三沙的中国士兵为守卫祖国南海舍小家而顾大家的
无私奉献精神# 表达守疆战士对祖国的忠诚和捍卫
主权的决心$

晚会由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与本省

主持人共同主持$ 演员阵容强大#来自总政歌舞团%

总政话剧团%总政歌剧团%空政文工团%武警文工团%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广州军区歌舞团等艺术团体
的著名演员与海南优秀歌手联袂献演$ 三亚市艺术
团%澄迈县歌舞团担任演出$ 整场晚会气势恢宏#大
气深情#兼具历史感与时代感#节目形式丰富多样#

艺术家们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观看演出的还有肖若海%许俊%陈辞%马勇霞%孙
新阳%陈玉益%毕志强%张力夫%康耀红%陈海波%陈
成%邱德群%王路%陈莉%王信田%李谷建%戴金益等省
领导%省级老干部和驻琼军警部队领导$

演出结束时#罗保铭%于迅等领导上台慰问了演
职人员$

-./BC!DE"FGHIJHIKLM

NOPQRS+

9:;<=>?@A

BCDEFGHI

2TLM

!

9

%$

:;

!

*+567 89:;

<="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李
宪生率省'八一(拥军第四慰问团#今天下午在三
亚市分别慰问了 ()*+"部队%(,$&*部队%(,*-*部
队$ 李宪生强调#要按照中央要求和省第六次党代
会的部署# 以更大力度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

省军区政委刘新# 省政协副主席赵莉莎参加慰

问#()*+"部队部队长郭玉军%政委聂守礼陪同慰问$

座谈会上#李宪生发表了讲话$ 他说#()*+"部
队%(,$&*部队%(,*-*部队都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
队#出色完成了一系列战备执勤%军事训练%国防建
设等重大任务$部队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建设#多次为地方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奋勇参加
抗洪抢险救灾#受到驻地干部群众赞誉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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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刻...海南省三

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今天上午在美丽
的西沙永兴岛隆重举行$地处祖国最南端的
这个地级市#正式建立了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警备区等机构$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

省政协主席于迅出席揭牌仪式$省委副书记

李宪生主持仪式$

民政部副部长孙绍骋#农业部副部长牛
盾#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国家海洋

局副局长王宏#以及公安部边防局%中宣部
新闻局负责人等国家部委领导出席仪式$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邢书成#解放军总参
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阚立奎#解放军总参谋部
军务部副部长郭天琪#南海舰队副司令员么
志楼#南海舰队副政委%南航部队政委刘明
利#省军区司令员谭本宏#省军区政委刘新
等部队领导出席$

上午 )&时 $,分#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
牌仪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徐徐升
起#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罗保铭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
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设立地级三沙市$海南
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部
署要求# 三沙市和三沙警备区成立挂牌#就
是要依法履行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
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行政管理和开发保护
的神圣职责#努力把三沙市建设成为维护南
海主权和南海资源开发服务的重要基地$

罗保铭说#建设三沙市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我们要坚持统一筹划和规划#分期重
点实施#加快军民融合式建设发展#扎实做
好三沙市建市的各项工作#当前要重点加强
政权建设# 确保三沙市的行政管理有序高
效$ 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抓紧编制三
沙市中长期建设总体规划%海洋环境保护等
重要规划#扶持发展渔业%旅游业%油气资源
开发等特色产业$

罗保铭强调#三沙的开发建设离不开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部委的有力指
导和鼎力支持#特别是资金%项目%政策等方
面的倾斜支持$ 要整合各方资源#建立顺畅
的协调协作机制/要制定相关法规#为维护
南海主权#为三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法治保障$ 要坚持走军民兼顾%融合发展

之路#大力开展双拥共建工作#军民%军地携
手合力保卫和建设美丽的三沙$

罗保铭表示#要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
有力的领导下#全省上下团结一致#依法履
职#坚持维权%维稳%开发%保护并举#拼搏实
干#努力把祖国最南端的三沙市建设成为独
具特色%独具魅力的海岛城市$

孙绍骋宣读了国务院关于同意海南省
设立地级三沙市的批复$邢书成宣读了中央
军委关于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
三沙警备区的批复$

三沙市委书记% 市长肖杰在讲话时表
示#三沙市人民政府将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坚决%全面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立足
实际%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努力开创三沙市
更加美好的明天$

)&时 +%分#礼炮鸣响$ 罗保铭%于迅%

李宪生% 邢书成等领导分别为三沙市委%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警备区揭牌$

参加仪式的还有姜斯宪%肖若海%许俊%

陈辞%马勇霞%谭力%李秀领%孙新阳%毕志
强%林方略%陈成%符跃兰%李国梁%董治良%

郭玉军%张明义等省领导和驻琼部队领导$

来自海南省各市县%省直有关部门及驻
琼有关单位负责人#三沙市人大代表#驻永
兴岛部队官兵代表和三沙市各界代表参加
了揭牌仪式$

今年 %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海南省西沙群
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
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
及其海域$ 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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