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洪媛媛）在9月2日召开的三沙市委常委（政府常务）扩大会议上，三沙市委
书记、市长肖杰要求，各单位、各部门都要加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三沙“精气神”，以“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
抓好下一阶段十项重点工作的落实。

工作一 要进一步落实中央关
于设立三沙市的战略意图，将习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当成三沙市各项工作中
的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政治纪律和重
大政治规矩，进一步做好三沙维权、维
稳、保护等各项工作。

工作二 要进一步把落实基层
岛礁党建，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制，
中央反“四风”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作
为三沙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做好
三沙反腐败斗争、廉洁自律等工作，加
强资金、项目中的制度建设，防范漏
洞、防止隐患，加强警示教育，指导干

部队伍健康成长。

工作三 要把落实“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方案的要求，列入三沙

工作的重要日程，进一步把专题教育
活动抓严抓实。要做好基层岛礁党建
的总结工作，积极准备9月底召开的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次研讨会，
同时还要组织开展“主权三沙”专题调

研活动。

工作四 要进一步落实好最高法
院周强院长和省委书记罗保铭的指示
精神，做好渔船管理运行和司法审判
等工作。

工作五 要进一步落实好省政
府专题会议和省长刘赐贵、省委副
书记李军在三沙调研时的指示精
神和责任任务分解方案，结合三沙
实际，实施好省投资项目百日大会
战中关于三沙的 8个项目，同时还

要做好三沙市其他重点项目的推

进工作。

工作六 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协
调推进规划的实施。市委市政府将成
立若干个研究小组，并与中改院、南海
研究院、人民银行等相关单位合作，对
规划中有关政策项目、金融资本等方面

进行研究。

工作七 要进一步推进全国双
拥模范城的争创工作，开展百日创建
活动计划，按照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的实施方案认真做好实施。

工作八 要进一步做好“美丽三
沙”调研活动成果的总结、细化和落
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委市政府新
的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建设“美丽三

沙”提供重要的方向和指针。同时，要
以旅游业带动三沙城市建设，启动编
制三沙城市发展规划和岛礁风貌建设
规划，以新思路、新思想和新措施推动

“美丽三沙”的建设。

工作九 要进一步抓好特色经
济的探索和推进，特别是有关省政府
确定的旅游工作、工商注册经济等方
面研究，加快推进战略腹地建设，将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融入三沙旅游
业的发展。

工作十 要策划组织好今年国

庆和中秋的活动，以双拥为主题，拓宽

活动范围，让更多岛礁的军民参与其

中，以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活动来提

高三沙岛礁军民的幸福指数。

三沙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发扬三沙“精气神”十大工作抓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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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三沙人物志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宋起来

清透蔚蓝的天空，洁净碧透的海水，
还有那五彩斑斓的珊瑚礁……三沙的迷
人风光总是那般令人神往。

大自然赐予的美好并不一定永恒
不变，这里的岛礁生态环境亦十分脆
弱，如果一味索取不加以保护，将会给
这里的海洋生态造成不可弥补的破
坏。本报记者近期在三沙永兴岛及相
关岛礁走访调查，发现三沙市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为了
让三沙的美丽得以延续，三沙人正不
懈努力着。

注重数据监测
为环保决策提供依据

“拥有最优良生态的三沙，才是我们
最美丽的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三沙自成
立伊始第一个项目、第一号文件，都与生
态相关。”三沙市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局
负责人史国宁说。植树造林、增殖放流，
岛礁修复……一个个生态项目在三沙火
热展开。

9月3日，本报记者在三沙市气象局
西沙地面气象观测站走访时，看到这里
除了监测基本气象信息外，还特别安装
一台气溶胶监测仪，实时监测大气中
PM2.5、PM10等有关空气数据。“正常
情况下，三沙永兴岛的PM2.5含量在10
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属于非常低的范围
内。”三沙市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些监测到的气象信息会实时传输到有关
部门，为决策者提供依据。

永兴岛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西沙
科学综合实验站一直致力于三沙珊瑚礁
的保护。经过监测发现，三沙部分区域
珊瑚资源在退化，这让实验站相关负责
人陈偿忧心忡忡。

据介绍，为了加强对岛礁的生态环
境保护，三沙市计划在北礁、浪花礁等岛
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环境监测
站，进一步弥补海上执法力量薄弱的缺
陷。史国宁说，有了监测站，不仅可以维
护主权，收集有关数据，还能打击某些渔
民破坏海洋生态的违法行为。

推进环境综治
呵护那片美丽家园

近些天，永兴岛上的渔民村摆放了
不少垃圾桶，每户渔民的门前还悬挂着
一块“门前三包责任书”的牌子。

“在永兴岛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是我们近段时间的一项重点工作。”三沙
市永兴事务管理局负责人陈儒丰告诉记
者，根据永兴岛的实际卫生状况，他们制
定了《永兴岛环境整治方案》。近段时

间，驻岛的机关干部、部队官兵、渔民等
都行动起来，清理卫生死角。

“以前我们的垃圾都是随便丢，这次
市政府组织大扫除，把以前渔民丢弃的垃
圾全部清理出来，运到垃圾站集中处理。”
渔民郑有柏笑着说，垃圾全部清走后，房
前屋后变得干净多了，连蚊虫都少了。

绿化、美化、亮化宣德路，也是永兴岛环
境整治的一项重要成果。宣德路是从永兴码
头进入北京路的主要通道，全长800多米。

“宣德路环境卫生搞不好，绿化、美
化、亮化工作做不好，将会损害三沙市的

形象。”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表示。
经过整治后的宣德路，原本脏乱差

的面貌大为改观，并成为三沙的精品工
程新形象。目前，宣德路已初步实现了
园林式改造。同时，三沙市还将建立长
效机制，加强管理，让宣德路成为三沙一
张靓丽的名片。

强化执法检查
打击破坏生态违法行为

“经过近些年来的宣传和执法打击，
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已少见有捕杀海龟和
海鸟的违法行为。”三沙市综合执法局工
作人员吴清智告诉记者。尽管如此，三
沙监督执法的力度却丝毫没有削减。

绿海龟是国际二级保护动物，渔民
们都知道，在西沙群岛一带捕杀海龟后
果非常严重，不仅要被拘留、罚款，还会
被禁止在西沙海域从事捕捞。

“每年5月到10月份，是海龟上岸
产蛋的时间，我们加强对七连屿等岛礁
的巡航。有少数不法分子深夜偷挖海龟
蛋，我们的执法力量还相对薄弱。”吴清
智说，他们准备与七连屿工委联动，开展
海龟专项保护。

3年来，三沙分别在西沙海域和中沙
海域开展6次增殖放流活动，放流海龟
1368只、东风螺275万粒、石斑鱼2.1万
尾，有力地保护了永兴岛海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近期，三沙市政府专门成立由6
位专家组成的生态环保专家委员会，研
究实施如何进一步加强生态环保工作。

那片蔚蓝，被呵护三沙的忠诚卫士
坚定地守护。（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

清垃圾、美环境、打击破坏环境违法行为，三沙市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如火如荼开展——

让那片蓝没有黑点

环保一直是三沙各方面工作中的重要词汇。图为三沙海事局的执法人员与游客一起清理全富岛海滩上的垃圾。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记者易建
阳）“永兴岛上北京路与宣德路交叉口
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安装完毕，经过这几
天的调试，即将投入使用。”今天，三沙
市公安局民警程军告诉记者，永兴岛上
第一组交通信号灯即将“上岗”。

北京路和宣德路是永兴岛的两条主
要交通干道，北京路连接海南路，东西走
向，路两旁有三沙市委、市政府办公大
楼，超市、邮局、医院等，车辆和行人较

多。宣德路连接南北两个渔民村，而且
是直接通往码头的道路，交通也很繁忙。

渔民郑有飞在永兴岛上打鱼已有
20多年，他经历了北京路从原本的灌木
丛变成开辟出的土路，最后成为水泥路
的整个过程。“你别看现在北京路像一
条商业街，以前晚上这里可是漆黑一
片，哪怕是白天也难得遇到一个人。”郑
有飞说。

而宣德路以前相对较窄，宽约 4

米，两辆车迎面会车都要减速。去年，
宣德路改造工程启动，道路扩宽至6
米，两边还配套了园林式绿化。

“三沙设市3年来，永兴岛的基础
设施大大改善，岛上人员和车辆明显增
加，政府部门、驻军部队以及渔民等都
拥有各种交通工具。目前，环岛路、渔
民安置点建设等民生工程正在紧张施
工中，各种工程车辆频繁往返于码头和
工地之间。”程军说，经过民警长期观察

发现，北京路和宣德路交叉口存在交通
安全隐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
规定，三沙市公安局决定在该路口设置
交通信号灯。

据介绍，北京路和宣德路交叉口
这组信号灯系统包含3组车辆通行信
号灯和3组人行道信号灯，宣德路限速
20公里/小时，北京路限速30公里/小
时，信号灯系统还配套了电子警察测
速抓拍。

岛上人员车辆增加，一些道路交叉口交通繁忙

永兴岛立起首个交通信号灯

新华社三沙9月7日电（记者魏骅）记者从
三沙市永乐工委获悉，为了更好地保护岛礁生态
环境，促进渔民转产转业，永乐工委、管委会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计划在永乐群岛海域建设一个
集底播养殖珍珠贝、海参、鱼苗、虾苗和贝苗为一
体的大型生态养殖基地。

在三沙市永乐工委、管委会的推动下，永乐群
岛成立了首个渔民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与养
殖公司合作在羚羊礁海域试水开展底播养殖，目
前已有95位渔民合股参与养殖。按照规划，生态
养殖基地将采取标准化管理、生态化生产、产业化
经营、企业化运作的市场发展模式，为社会提供优
质、安全的珍珠、海参及鱼虾贝。项目投产后，可
年生产珍珠贝20万粒，产值3000万元；年生产海
参200万条，产值2000万元。同时，项目可安排
60多名渔民就业。

据介绍，珍珠贝和海参两者都属于环境友好
型的种类。其中，珍珠贝是以浮游的单细胞藻类
和有机碎屑为食，而海参是以沉降于海底的底栖
硅藻及混杂有机碎屑的泥沙和礁石上附着的有机
碎屑、藻类为食，被誉为“海底清道夫”，同时养殖
珍珠贝、海参、石斑鱼、虾和扇贝苗，注重生物链建
设和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对生态环境保护也将产
生良好效果。

三沙将建
大型生态养殖基地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王蓓蓓

八月的三沙，酷热无比。在三沙
晋卿岛永乐工委十来平方米的厨房
内，空气温度更是随着炉火的翻滚不
断上升，早已热得汗流浃背的80后厨
师符永胜却在此忙得不亦乐乎。只见
他一手持锅，一手持铲，几经翻炒添加
作料后，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青椒炒牛
肉就出锅了。

“每当看到工委人员和驻岛工作人
员围坐一桌，开心吃着自己亲手烹制的
菜肴时，幸福感便油然而生。”符永胜说，
在这里，他最开心的事就是为大家做好
每顿“平安饭”。

2001年，符永胜开始踏足厨师行
业。2012年初，机缘巧合，他经朋友介
绍到了西南中沙工委工作。他说，当时
三沙还没设市，在网上查到的资料相当
有限，自己只知道要去的地方条件很艰
苦，太阳很晒、紫外线很强。

带着一份好奇，符永胜义无反顾地
踏上这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经过十
六七个小时的海上颠簸后，他晕晕乎乎
地登上了永兴岛。

时间在日复一日的三餐烹饪中悄悄
流逝，转眼间，符永胜经历了三沙设市，
也见证了设市3年来岛上基础设施、民
生、文化生活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沙设市3年变化太大了，我的坚
守是值得的。”符永胜喜滋滋地说道，现
在永兴岛的人气越来越旺了，有了三沙
市的“王府井”，有了体育馆、医院、银行
……然而，最令他开心的是，今年设市3
周年，永兴岛应急物资储备配备中心竣
工并投入使用。该储备中心具备150吨
冷藏规模，可维持三沙市500多人两个
月的生活所需，能极大提升三沙人民“菜
篮子”的新鲜度。

三沙人气越来越旺是符永胜对三沙
设市以来最直观的体会。他说，随着驻
岛单位的增多，人员的增加，永兴岛食堂
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保障任务也越来越
重。随着三沙政权的拓展，永乐工委、管
委会设立，符永胜也开始了永兴、晋卿两
地的轮值工作。

晋卿岛位于三沙市永乐群岛，远离
海南本岛。一年中，他需要在晋卿岛待
上四五个月。

“民以食为天。”符永胜说，小岛生活
条件艰苦，只有让大家吃得好，吃得健
康，才能有强健的体魄抵御恶劣的自然
环境。为此，他每天绞尽脑汁，在兼顾色
香味的同时还要考虑食材的营养价值。

“工委人员和执法人员经常要出海
工作，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很担心
他们，但也只能静静守候他们归来，为他
们端上热乎乎的饭菜。”符永胜心中的

“平安饭”，就是希望他们每天吃着自己
做的可口菜肴，平平安安出海归来。

在三沙工作3年多时间里，符永胜
仅回过两次家。他说自己早已把三沙当
做家了，“在三沙就是在家。”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

符永胜：

为大家做好
每顿“平安饭”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宋起来）集体唱军歌，清晨升
国旗、宣誓签名……连日来，三沙市举
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我宣誓，一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9月1日，驻守
在祖国最南端的三沙市武警边防支队
官兵，在西沙永兴岛“日本炮楼”遗址
前，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开展宣誓签名
活动，全体官兵在“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的条幅上庄严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9月2日，三沙市组织永兴事务管
理局职工和驻岛军警部队100多名官
兵来到二战时期日本遗留的炮楼前唱
军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军警民在炮
楼前共同高声歌唱《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等，表达了不忘历史、珍
惜和平、开创未来的情怀。

9月3日清晨，三沙市组织市委市
政府干部职工、永兴事务管理局职工和
三沙警备区官兵、双管单位的干部职
工，在永兴岛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
式。随后，永兴岛干部职工、渔民以及
驻岛官兵近百人聚集在市府大楼会议
室，一同收看阅兵仪式。

据悉，海军西沙某水警区、三沙边
防支队以及三沙市永乐工委等单位也
组织驻岛官兵、渔民观看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大会和阅兵仪式。

唱军歌 升国旗 宣誓签名

三沙举行多项活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洪媛媛）9月2日，三沙市委常委（政府常务）扩
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三沙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
司方案》等7项关乎三沙发展的重要事宜。

会议指出，三沙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两
院要争取解决法院、检察院人员编制问题，争取
建立三沙海上巡回法庭，加快推动永兴审判庭
的建设。

会议审议通过了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实施
方案、成立《三沙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方案》
等7项向关乎三沙发展的重要事宜。会议强调，
要加快对三沙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相关程序
的审批，市委组织部和市纪委要对公司董事会人
员进行审查，确保公司的有效运作，促进三沙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

三沙拟成立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洪媛媛）8月31日，三沙市召开2016年部门预
算编制布置会议，会议通报了三沙市2015年1-7
月份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布置三沙
市2016年预算编制工作。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15年三沙市财政收支
总体情况良好，2016年三沙市将面临重要发展机
遇，也将面临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挑战。2016年
市本级部门预算编制将全力“保运转、保重点、保
改革、保民生”，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会议强调，各预算部门要进一步推进三大预
算的统筹协调，增强财力统筹能力；加大财政存量
资金盘活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

三沙布置
2016年预算编制工作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王
蓓蓓）9月4日，三沙市永乐工委、管委会对晋卿岛环
岛路配套的瞭望塔、观景台修建位置进行定点。

据了解，晋卿岛环岛路全长约1.68公里，宽
3.5米，根据设计，环岛路将配套修建一座高16米
的瞭望塔，以及一个可观看海上风景的观景台，环
岛路项目工期一年，预计明年8月份完工。目前，
环岛路已完成路面清表工作，正在进行路面平整、
开挖排水沟等工作，施工材料也已陆续运上岛。

晋卿环岛路瞭望塔
和观景台完成位置定点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宋起来）8月25日晚，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
播出了三沙市南沙美济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林载亮勇闯南海、屯海戍边的梦想故事。

南沙群岛是南海诸岛中岛礁最多、散布最广
的群岛，主要岛礁包括永暑礁、美济礁等。其中的
美济礁地理环境独特，是一块适合发展海洋养殖的
宝地。而发现这个“秘密”的正是登上《中国梦想
秀》舞台的追梦人林载亮。今年已有81岁高龄的林
载亮，是一名南海水产养殖专家。1992年，林载亮
在考察南海时发现，位于南沙群岛中东部海域的美
济礁，海水环境非常适合暖水鱼老虎斑、东星斑等
鱼类的生长。因此，他就动起了在美济礁海域开辟
养鱼场的心思。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创造巨大的经
济效益，还可以将祖国南海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2007年，已经退休的林载亮带着12名工人
以及6000尾鱼苗前往美济礁，开始了圆梦之旅。
但百年不遇的天灾，却给了踌躇满志的这一行人
当头一棒。当年11月21日，台风“海贝思”正面
袭击美济礁，不仅网箱鱼排全部被毁，造成了678
万元的损失，还令在网箱上作业的9名工人遇
难。面对重创，当时已有74岁的林载亮没有放
弃，他又与合伙人凑钱买了6000尾鱼苗投入美济
礁。一番努力下，林载亮终于获得了第一笔收益，
开始壮大自己的养鱼场。如今，他已在美济礁内
养殖了大约6万尾鱼。

心系祖国南海

八旬老人南沙群岛
耕“海田”

9月2日，西沙某水警区、边防武警以及南航某场站官兵一起唱军歌。
本报记者 易建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