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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6月26日凌晨5时多，正在睡梦中的
符雪健和张源源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催醒。又有云了！两位年轻的小伙子一
咕噜爬起床，顾不上刷牙洗脸，迅速钻进
装载着火箭弹发射装置的黑色皮卡车，
驰车10多分钟来到一处空旷地带。

唰——唰——唰，3枚火箭弹刺向
一团乌云。没一会儿，云便化为雨洒落
下来，滋润饥渴的大地。

困意全消的他们兴奋地驱车返回。
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和不太平整的石板

路上颠簸，路边一棵棵凤凰树，树上的花
红火艳丽，附近是村庄。村庄边上，群山
环绕。

“可惜的就是离城区有点远，”符雪
健沉吟一下，说，“其实也不算太远，就是
不能回去。”为什么？他指了指天空，

“要等它，要追着它跑。”
乌云，就是这两位年轻人的指南针，

因为它蕴藏着三亚人以前并不十分稀缺
的“能量”：雨。今年以来，三亚遭遇罕见
旱情。半岭、水源池、赤田、大隆、福万等
5宗主要水库全面缺水。5月上旬，三亚
市气象局派出5路人马驻守水库附近，等

待乌云来实施人工增雨。就是那时，符
雪健和张源源带着火箭弹开着皮卡来到
半岭水库所处的这处山区，安顿下来随
时待命，主要目的是给水库增水。

他们的工作就是等候后方雷达检测
到较厚的乌云层，接听到指令后，开着皮
卡去“追云”。这听着简单，其实很累人，
因为后方不管他们在做什么，只要雷达
监测到有合适的云层就会下达指令，下
了指令就要打，不然就会贻误“战机”。
这就是他们一呆半个多月，回不到离这
里仅有十多公里的三亚河东路190号住
处的原因。

“有时我们刚躺下不久，手机又响
了，那就是命令，必须要起来！有一回，
我们两天里真正睡的时间只有两个钟
头。”张源源说。

6月 22日晚至 6月 23日晨，台风
“鲸鱼”给三亚送来了一场久违的降水，
市民一片欢腾。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
们看到的雨，原本不会有这么大。当夜，
三亚共组织了多次人工增雨作业，发射
火箭弹数十枚，其中就包括符雪健和张
源源发射的3次12枚。“弹把雨粒催大
了，打得我脸上都疼！”符雪健回忆说，

“那一夜我们一宿没睡。”

在这里，两人借宿某单位宿舍，人基
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娱乐。休息和追
云，就是他们的生活。皮卡、火箭弹和干
粮，是他们的伙伴。有时，一等一个晌
午，也没收到指令，但依然得等。当地有
人叫他们“火箭兵”。

6月23日，三亚宣布农业旱情基本
解除，城市供水应急三级响应解除。但
这两位年轻的“火箭兵”依然要驻地待
命：旱情减轻了，但并没有消失。

“三亚人民还在缺水。能打出一点
雨来，再累也没事。”符雪健和张源源表
示。 （本报三亚6月27日电）

24小时待命等候乌云出现，在山里一待就是半个多月，他们被亲切地称为——

追着云跑的“火箭兵”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王秀卫）今天上午，由海南大学、省社科联主办，海
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承办的“南海海洋
文化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高之国，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所长、教
授李国强，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等60多位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针对“《更路簿》研究”、“南海区域文
化”、“海上丝绸之路”等3大主题，围绕“南海《更
路簿》法理诠释”、“论海南黎族先民早期海洋文化
特征”、“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理念与时代内涵”等
内容展开交流探讨。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不
仅有助于加强我国南海海洋文化学界的学术研究，
也有助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南海区域文化交
流与合作。据了解，会议召开前，主办方就已经收到
原创论文40余篇，将由海洋出版社结集于近期出
版，以推动加强南海海洋文化学界的学术交流。

“南海海洋文化研讨会”
在海口召开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缪影影）日前，
省科技厅认定海南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孵化
器、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孵化器为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26日上午，两家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正式挂牌。

据了解，海南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我省
首家致力于科技产业创新创业公共孵化服务的企
业机构。目前，海南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孵化
器累计孵化信息技术创新、电子商务应用企业81
家，计划2015年底完成100家企业的全部招商入
驻，预计可实现全园产值约10亿元。

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是我省首个综
合性孵化器，也是海口国家绿色科技产业国际创新
园建设的首批项目，承担着培养科技创业企业和加
速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任。自2014年5月运营至今，
吸引入驻企业39家，一批高科技项目在此聚集。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
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是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的重要平台。”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叶振兴告诉记
者，省科技厅将在科研项目、资金方面加大对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支持力度，助力省级孵化器进
一步完善孵化功能。

两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挂牌

本报万城6月27日电（记者邓海
宁 赵优）由南海网主办的“一带一路看
海南——2015年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
南行”大型采访活动今天继续万宁之
行。在体验东山岭浓郁的佛教文化之
后，采访团成员还为在石梅湾举办婚礼

的一对新人送上祝福，婚礼现场还公布
了中选万宁爱情海岸的广告语。

当天上午，采访团来到有着“海南
第一山”之称的东山岭，顺着石阶而上，
一路上绿树成荫，清风送爽，十分惬意。

“一进东山岭的大门，我就被震撼了。
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被一扫而空，人的
心境立刻清净下来。”西部网政企中心
合作主管李楠说：“常到东山岭这样的
环境中来，对人的修养很有裨益。”

“我觉得东山岭是个很有禅意的地

方，站在东山岭的潮音寺前，绿树成荫，
清风习习，虽是六月盛夏，但是心静自
然凉。”华声在线执行总编辑杨博智说。

当天下午，在参加“一带一路看海南”
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的60家网媒记
者的祝福下，28岁的帅小伙黄国兴和25
岁的妻子林芳笛在石梅湾举办了一场浪
漫的婚礼。记者们纷纷通过VCR向新
人送上祝福，祝愿他们幸福永远。

在“一带一路看海南——全国重点
网络媒体海南行”大型采访活动期间，

万宁市委、市政府还委托南海网向全国
60家重点网络媒体记者征集万宁爱情
海岸广告语。组委会共收到来自数十
位网媒记者的一百五十多条投稿。当
天，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还宣布“情定
海岸、喜结连理、相守万宁、共筑福地”，

“爱情海岸、缘分天堂”这两句分别来自
每日甘肃网要闻部副主任记者冉旭东
与中国甘肃网新媒体部副主任邵江梅
的广告语被选为万宁爱情海岸广告语，
并对为万宁出谋献策的网媒记者致谢。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下

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
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与竞买。属境外机构和个人
（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
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
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公大楼耕保股（或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
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期限：2015年6月28日-2015年7月26日17：00（以竞买保
证金实际到帐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
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
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年7月
26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5年7月18日10:00时；
截止时间：2015年7月28日10:00时
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

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至11:30，下午
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62217899、18976212356、13136068956、65303602
联 系 人：陈先生、刘先生、李小姐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万宁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28日

1<容积率≤1.01，建筑密度≤
20%，绿地率≥40%，建筑限高
≤25米。

容积率≤0.6，建筑密度≤
25%，绿地率≥35%，建筑限
高≤15米。

0.8≤容积率≤1.2，建筑密
度≤40%，绿地率≥25%，
建筑限高≤24米。

规划指标地块编号

万让2013-11-1号
地块

万让2013-11-2号
地块

万让2013-5号地块

位置

兴隆旅游区莲兴公路南侧

兴隆旅游区莲兴公路南侧

后安镇七星村委会李宅村民
小组埇仔尾坡地段

城镇住宅用地（中低价位、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仓储用地

面积
（公顷）

6.8641

3.6967

2.0013

起始价
（人民币万元）

12402

6038

775

使用年限

70年

40年

50年

12402

6038

775

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万元）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桥梁检测的需要，将于2015年7

月1日至7月22日0时00分至6时00分对滨海立交桥进行荷
载试验，届时将对滨海立交桥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途经
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

便之处，尽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5年6月28日

6月27日，消防官兵及三
亚救援队员在参加地震救援现
场培训。

当天，由三亚地震局组织，
邀请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
基地的张建强和杨洋两位实战
经验丰富的教官为消防官兵及
三亚救援队进行地震救援现场
培训。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通彬 摄

三亚开展
地震救援培训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 （记者梁振君 郭景
水）省教育厅和省工信厅日前联合发文，决定共同
举办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
南赛区竞赛。

参赛项目内容要求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行业产业
紧密结合，培育产生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新服
务、新业态、新模式，以及推动互联网与教育、医
疗、社区等深度融合的公共服务创新。

大赛分为创意组和实践组，以创新创业团队
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团队。本次海南
赛区竞赛同时欢迎省外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和毕
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组团参赛，与省内参赛团队
同台竞技，享受同等的奖励资格和在海南省创新
创业的优惠政策，但不能通过海南申报渠道参加
国赛，报名网站另设。

参赛团队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进行
报名，也可通过大赛移动端报名。省外普通高等
学校在校生和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参赛团队登
录“海南省计算机学会”网进行报名。登录报名日
期为6月8日至7月31日。

又讯（记者缪影影）27日上午，由海南师范大
学主办，海口国家大学科技园承办的首届“创梦杯”
创新创业大赛暨项目路演会举办。共有来自省内
外高校、海师校友和社会企业的73个项目参赛，其
项目涉及互联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
领域。经评审委员评审后，凡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
创业项目，均可获得扶持，奖金最高达5万元。

我省举办“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海师举办首届创新创业大赛

重拳打违违 攻坚三年

本报三亚6月27日电（记者苏庆
明）今天下午，随着馨雅国际度假酒店
轰然倒地，三亚历时6天，最终彻底拆
除这座总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的违
建酒店。这是三亚迄今为止拆除单体
建筑面积最大的违建酒店。

馨雅酒店位于天涯区违建“重灾
区”海坡村，主楼高13层，建筑面积2.1
万平方米，共有500余间客房及附属设
施。其于2010年由本地人和外地人合
伙出资租赁土地建设。 三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于2010年12月对酒店方下
发《接受调查询问通知书》，当月开始立
案调查。经查，该建筑未经规划部门或
其他相关部门审批，是违法建筑。从
2011年至2013年，执法局多次向酒店
方下发行政处罚通知书、公告等。今年
6月，天涯区城市管理局依法向酒店方
下发了《搬迁通知》。

此次拆除行动，天涯区出动城管、
公安等共200多人。拆除前，天涯区负
责人以及驻点干部、村委会工作人员进
村入户做工作，由于工作方法细致，力
度到位，拆除工作得到周边群众支持，
整个拆除过程安全平稳有序。三亚市

消防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家酒店的
消防疏散楼梯、消防通道设置不符合相
关消防要求，自动消防设施存在故障，
消防安全管理混乱，游客居住这样的酒
店，消防安全得不到根本保障。

酒店所在的海坡村位于三亚湾附
近，是三亚违法建筑的重灾区。距离三
亚凤凰机场仅10分钟车程，地理位置
极其优越，一些本地人和外地投资者铤
而走险，在村里建设了包括违建酒店、
出租屋在内的大量违法建筑。天涯区
成立之后，海坡村被列为第一批违法建
筑重点打击区域。

天涯区委书记张可表示，违建酒店

不仅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损害广大人民
利益，而且扰乱旅游酒店价格市场秩
序。他表示，天涯区针对海坡村一带违
法建筑密度、体量大的情况，按照每周一
栋、梯次推进、改善民生、还利于民的原
则，保持打违控违的高压态势，争取今年
基本控制住新增违法建筑，用两年时间
完成全区拆违攻坚行动目标任务。

据了解，这是三亚继今年4月1日
在海坡村拆除凤凰豪生酒店、5月25日
拆除凤凰机场路玖龙商务酒店和广合
缘酒店、6月8日在海坡村拆除豪都花
园酒店后，依法拆除的又一大型违建酒
店。

三亚拆除单体面积最大违建酒店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共有500余间客房及附属设施

网媒行编辑记者出谋划策

万宁爱情海岸广告语出炉

◀上接A01版
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明确责任主体，
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习近平强调，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
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
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
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
彻执行。要强化法规制度意识，在全党
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
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
度的良好氛围，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
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
制度没有例外。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
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
制度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
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
落实。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
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
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
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
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
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
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
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
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
要把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
范围，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领导责任，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反腐倡廉
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纪律检查机关要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的，不仅要严肃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
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

◀上接A01版
在“海南第一山”东山岭上，他们接受高
僧的祈福，许下相伴一生的盟约；面朝石
梅湾蔚蓝的海面，他和她交换婚戒，让大
海见证相爱的誓言。

“琼林芳影弄清笛，炎黄国士赋雅
兴”，出席婚礼的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送
上嵌以两人名字的一副对联，并为两位
新人证婚。在现场，张美文还向广大有
情人发出热情的邀请——到万宁来举办
一场“花为媒、山为盟、海为誓”的婚礼，
感受这座城市的美好与浪漫。

以无际的大海为背景，在满座宾朋
的祝福里，新人甜蜜拥吻，新娘林芳笛抛
出捧花，引得单身人士纷纷争抢，希望能
将幸福传递下去。在原创歌曲《万家安
宁》的演唱中，情定万宁的幸福被永恒定
格…… （本报万城6月27日电）

全国网媒采访团
石梅湾见证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