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沙市西沙洲1500株木麻
黄长势良好。据悉，去年7月，三
沙市启动二期岛礁绿化工程——
西沙洲绿化工程。一年来，在七
连屿工委、管委会工作人员和辖
区居民的精心照料下，这批木麻
黄如今已有2米高。

据了解，西沙洲绿化工程将
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其中一期施
工面积为8.2万平方米，二期施
工面积为1800平方米，三期施工
面积为11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
为1800万元。

绿化工程不仅能改善岛上军
警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是保护
三沙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西沙洲
添新绿

未雨绸缪防台风，三沙用电台、短信、微信等多渠道发布气象预报信息

让出海渔民拥有“顺风耳”

在 祖 国 广 阔
无垠的南海上，蓝
绿交织的清澈海
水闪闪发光，令人
心驰神往，但这片
美丽之中，也有风
驰浪卷、危险重重
的时刻。

每年的6月—
11月，南海进入汛
期，热带气旋活动
频繁，对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自三
沙市成立以来，每
年汛期之前，三沙
市都会召开辖区
防台风工作会议，
未 雨 绸 缪 ，按 照

“早准备、早检查、
早安排、早预防”
的防台风“四早”
原则有序开展防
台风工作。

据数据分析显示，三沙市位于热带海
洋地区，所辖范围为200万平方公里的南
海海域，平均每年有13个左右的热带气
旋影响，其中，影响西沙热带气旋有7～8
个，1～2个达到严重影响程度，是我国遭
受热带气旋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从影响时间上看，全年各个月份均
有可能有热带气旋影响南海，其中以6
月～10月最为集中，占全年的90%。”三
沙市气象局副局长陈少健介绍，今年受
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汛期降水量偏少，易
造成蓄水不足，加重来年春季的季节性
干旱，同时，今年热带气旋的数量将偏
少，但强度更容易加强。

“这些数据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防
抗台风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性。”
三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符戆强调说，防
台风安全，隐患排查是基础，防台风措施
落实则是整个防台风工作的关键和重要
环节。

符戆介绍，目前三沙市要求各单位
对职责范围内涉及防抗台风安全的方方
面面开始一次安全大检查，排除隐患。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不少防风能力较弱
的岛屿已经做好了发电、通讯设备和人员
转移准备；永兴岛码头管理站已与各有船
单位安排了一定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在台
风来临时投入抢险救助工作。

陈少健介绍，自2012年5月，三沙
海洋预报信息网对外进行“双报”服务，
包括针对三沙市范围内和附近海域的

“大面预报”和针对永兴岛、永暑礁、黄岩
岛的“定点预报”，并借助于电子显示屏
向岛上居民发布。“除了电子显示屏之
外，三沙气象局还通过海洋气象短波电
台、短信、微信等渠道向三沙民众发布气
象预报信息。”陈少健说。

“值得一提的是，海洋气象短波电台
的预报服务。”陈少健说，琼沙三号、椰香
公主号、部分综合执法船上装有船舶气象
站，可及时观测、了解海上的气象状况，但

海上手机信号不好时，其他的船舶、渔船
则面临着收不到气象预报的难题。“2014
年7月，三沙市海洋气象短波电台投入使
用，渔民只需带一台短波收音机，就可及
时收听气象预报预警。”

“在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来袭
时，电台的应急作用明显。不少渔民收
听后，提前回港，避免了生命财产损
失。”陈少健说，与其他形式相比，短波
电台具有信号稳定、信息传播及时等优
点，未来还将逐步改进电台服务，为海
上渔民添上能更好预知并应对海洋环
境的“顺风耳”。

6月14日，三沙市委常委、市委办
公室主任陈际阳带领驻岛值班人员一行
在羚羊礁进行台风安全排查。

“一旦台风强度较大，筐仔沙洲还是
有被淹没的危险，相关部门要做好对接工
作，接到台风预警后，及时做好人员转移、
撤离准备。”陈际阳强调，在防台风工作
中，各部门、各居委会的联动异常重要。

对此，符戆亦有共识，防台风工作是
一项涉及系统工作，需要多部门联动提
高辖区防台风能力。其中，气象部门起
着基础性作用。

三沙市气象局预报员邢俊告诉记者，

台风生成时，他们极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是：为地方政府和部队提供决策服务材
料。依据气象部门提供的决策服务材料，
三沙市防台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部署防
台风工作。“防台风工作不是某个单位、某
个部门的事情，各个岛礁、各个单位间应
加强协调配合，全面履行抗防台风的工作
职责。”符戆如是说，依托气象部门装备技
术、科技人才、业务管理等方面优势，三沙
市将通过防台风小组联动三沙海事局、三
沙海上搜救分中心、驻岛部队等各方力
量，切实发挥在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等方
面的作用。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

防台风工作重在预防

多途径发布气象预报 多部门联动提高防台风能力

在三沙市气象局，播音员在进行海洋电台广播。 （三沙市气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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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 本报记者 缪影影

夕阳下，汽笛声响起，“三沙一号”轮
缓缓驶离，码头上送行的人慢慢散去。
三沙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蔡华文依
然静立在码头上，直到船影消失在视线
里，他才放心地在工作日志上写下“安全
离港”四个字。

2012年，怀着对三沙的憧憬，蔡华
文主动考入三沙海事局；船舶安全检查、
海上搜寻救助、巡航维权，在岛上埋头工
作了近3年，今年29岁的蔡华文已经是
三沙海事局的“老员工”了。

日前，在共青团寻找“最美青工”第
二季评选活动中，蔡华文获得“最美青
工”的殊荣。对此，他谦虚地说，“三沙是

我的港湾，我的家，所有的荣誉都是源于
她，也应该归于她。”

为“生命之舟”加上安全锁

蔡华文驻岛的日常工作是对码头例
行巡查。每次巡查，细致、谨慎的蔡华文
会习惯性地检查两遍。除此之外，另一项
常规任务就是对“三沙一号”、“琼沙三号”
轮靠离泊时的现场监管和定期安全检查。

“刚刚接到通报，‘三沙一号’本航次
将进港，这次要对船舶设施设备进行安
全检查。”蔡华文跟同事们早早就做好了
准备，等待船舶靠港进行三个月一次的
安全检查。

蔡华文告诉记者，“三沙一号”、“琼
沙三号”轮担负着运送驻岛干部、渔民和
部队官兵上下岛，以及补给生活物资的
重要职能，一直被三沙人称作“生命之

舟”。“每次‘生命之舟’靠离港口，永兴岛
码头就跟过年一样。我们要在这一片热
闹当中谨慎工作，为‘生命之舟’加上一
把安全锁。”蔡华文说，每次船靠离泊是
海事工作最繁忙的时候，要对船舶卸载
货物、上下旅客等情况进行现场监管。

24小时待命的海上搜救员

2014年海南三沙市海上搜救分中心
成立，办公室设在三沙海事局，自此三沙
海事局又扛起了海上搜寻救助的任务。

“我们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搜
救中心随时有人待命。”蔡华文骄傲地
说，接到渔民或船员遇险信息，他和同事
都要想方设法第一时间与船长取得联
系，核实情况，及时通报险情，展开救援。

最让蔡华文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今年
3月份的一次海上救助行动。一艘途经

三沙的货船上，一名船员在作业时不慎
致手臂骨折，急需救治。最好的办法就
是及时驶往永兴岛，让船员接受救治，但
由于货轮对永兴岛附近海域状况不熟
悉，船上又没有永兴岛附近的海域图，船
长、受伤的船员一时都慌了神。

“接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始协调救
助船舶。”蔡华文说。凌晨5时左右，蔡华
文和同事乘坐综合执法船前往附近海域
接应。他回忆道，当时永兴岛附近海域风
浪较大，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刮进海里。大
家的心一直都揪着，除了简单的沟通如何
接应，几乎一言不发，直到伤员安全转到
综合执法船上，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好在我们成功了，把伤者送到三沙
市人民医院，拍了片、确认了伤势，并通
过当天的三沙一号及时将伤者转移到别
的医院接受治疗。”蔡华文脸上挂着明媚
的笑容。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

三沙海事局蔡华文：

三沙，我的港湾，我的家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记者缪
影影）15日，记者从三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获悉，三沙设市近三年来，积极探索发
展特色经济，大力推行工商企业“注册在
三沙、纳税给三沙、品牌属三沙、经营在

异地”模式，目前，在三沙的工商注册企
业已达93家，个体经营者达109家，注册
资本逾11.12亿元。

三沙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加强招商引资、开展企业登记工作，是

发展三沙特色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
对国家主权的彰显。截至目前，三沙
市工商局成功为93家企业提供注册服
务，入驻的大型企业涉及渔业、航空服
务等行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在工商注册企业日渐增多的同时，

三沙市的个体私营经济也踊跃登记。
据介绍，三沙市工商局多次深入岛礁，
在渔民中开展宣传、提供业务咨询、收

集资料办证、鼓励渔民办理个体户营业
执照，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三沙市个体经营者达109家，不
少渔民实现了由生产者向生产经营者
转型。

设市近三年来，积极探索发展特色经济

三沙注册企业达93家注资逾11亿

■ 本报记者 缪影影

“现在安装了发电机，建起了海水淡化厂，洗
澡、洗衣有了淡水，清闲时可以看电视，生活条件好
多了。”三沙羚羊礁的渔民邓大强一脸喜悦地说。

三沙设市后，市委市政府着力于改变渔民生
活环境，促进渔民转产转业，提升渔民的幸福指
数。如今，永乐群岛综合执法救助中心在永乐工
委驻地晋卿岛开工，羚羊礁防洪楼也开工建设。

“永乐群岛的变化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日子也
会越来越好。”邓大强望着潟湖旁已打好地基的防
洪楼喜滋滋地说：“潟湖内一串串浮球下养殖着珍
珠贝，这也是我们的宝贝。羚羊礁社区居委会已组
织渔民成立合作社，与企业合作探索致富道路。”

“以往的晋卿岛，树木很少，渔民难找树荫乘
凉，如今我们已经是一座绿岛了。”永乐工委工作
人员毛若兴奋地说，从2012年7月三沙市成立伊
始，三沙就全面展开了植树绿化岛礁行动，到如今
将近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曾经的“不毛小岛”已经
彻底改变了模样。

“我们的岛上除了木麻黄、抗风桐等适合岛
屿生长的绿植外，还试种了500多株龙眼、荔枝
树，目前长势还不错。”毛若说，他们在晋卿岛上还
建立了苗圃基地，专门培育树苗。

“生活条件好了，岛上树也多了，鸭公岛、全福
岛、银屿的农家乐也越办越红火。”毛若告诉记者，
目前这三个岛上有5家渔家乐，渔民们加工亲手
捕捞的龙虾、石斑、红口螺，颇受游客欢迎。

根据规划，永乐群岛五个岛礁将突出“一岛一
特色”：羚羊礁主推珍珠养殖文化、甘泉岛建唐宋
文化遗址文博馆、鸭公岛提供餐饮服务、晋卿岛有
住宿休闲、银屿则主打潜水游泳……“未来西沙旅
游航线还将增多，我们要更卖力地改善岛礁环境，
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体验，让渔民的日子越来越
好。”毛若说。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

永乐群岛变化多
渔民日子更红火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记者
缪影影 通讯员王蓓蓓） 6月11日至
12日，三沙市举行2015年基层党组
织书记暨党员发展对象培训。培训结
合三沙工作实际，以视频方式为主，在
海口设主会场，在永乐工委、永兴工
委、七连屿工委、文昌事务管理局设分
会场。

根据省委组织部《2015年全省组
织工作要点》精神，培训内容紧密围绕
增强政治意识、组织意识、法制意识，
提高服务能力、履职能力来进行。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社区基层
党组织书记、2015年度党员发展对象
先后观看了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

“三严三实”专题党课视频，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章程》等。

此次培训，将有效提高基层党组
织书记的政治意识和组织观念，提高
服务群众能力和履职本领，为建设“主
权三沙、美丽三沙、幸福三沙”提供人
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三沙举行基层党组织书记
暨党员发展对象培训

提高服务群众能力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记者缪影影 通讯
员洪媛媛）6月11日上午，三沙市召开一届六十五
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要求三沙军民迅速行动起
来，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变成三沙工作实实在在
的成果，真正实现三沙社会跨越式发展、军民团结
融合式发展，用行动和效果为设市三周年献礼。

会议要求：把握当前三沙发展的历史机遇，创
造三沙的城市特色，保护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多
样性，建设南海璀璨明珠；要进一步弘扬三沙的担
当精神、特事特办精神和“三不怕”精神，积极主
动、提高本领，高标准、严要求践行“三严三实”，雷
厉风行、主动作为、团结奋进，形成强大合力，共同
完成好任务。

会议要求，下一步要积极协调推动三沙战略腹
地的建设，加快海口基地、清澜基地建设；积极研究
三沙政权拓展，提高工作水平和效率；总结军民融
合式发展的好经验，争当全国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标
杆、典范；保护生态环境，做好城市特色规划；创新
人才机制，激励人才成长；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创新
研究三沙特色旅游产品，发展海洋经济。

三沙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推动三沙跨越式发展

三沙人物志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 （记者缪影影）随
着夏季的持续高温，三沙用电量不断增加，近
日，三沙供电局对供电设备进行保养维护，确
保三沙永兴岛用电高峰期供电安全稳定。

本次供电保养维护主要检查配电负荷和发电
机组运行情况，并对部分存在安全隐患的线路和
锈蚀严重的表箱进行维修更换，同时对发电机组
设备设施进行保养检查，以防止用电量大对设备
造成过大负荷，导致安全隐患。

养护供电设备
保障供电安全

本报永兴岛6月15日电（记者缪影影 通讯
员王蓓蓓 洪媛媛）近日，三沙市领导班子成员纷
纷结合各自分管工作，为分管部门单位处级党员
领导干部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推动“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在三沙市全面展开。

三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符戆在永兴岛上“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时指出，要结合三沙实际，
敢于担当，不折不扣地履行好中央赋予三沙的神
圣使命。

三沙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陈际阳在党课
中指出，“三严三实”关键在于“严和实”，党员干部
要着眼于自身工作、筑牢思想防线，对生活中存在
的“不严”、“不实”方面，找到解决的办法，立行立改。

三沙市委常委、三沙警备区政委廖朝毅为分管
处级领导干部上专题教育党课时，要求每一个三沙
人，都应该站在国家的层面去思考三沙的问题。

市委常委、副市长冯文海结合三沙工作实际，
在党课上指出要用“三严三实”的精神，严格要求
自己，加强学习，提高水平，适应海洋工作环境，履
行好“维权、维稳、保护、开发”的国家使命。

三沙市副市长白斌上党课时，要求各级干部
把“三严三实”切实运用到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
益的伟大任务中，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此外，三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沙市人民检察
院也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

三沙全面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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