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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 本报记者 孙婧

在永兴港码头，一艘船号为“兴泰
隆668”的广西籍货船和船上的人员被
边防哨兵看管着。船甲板上盖着的油
布翻开了一边，一排排白色的砗磲贝露
了出来。

“这就是7日那天我们综合执法船
巡逻发现的非法采挖砗磲贝船只，整船
装载了砗磲贝约2000对，重20吨，经
济价值6万元左右。”参与抓捕行动的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9月7日早上8时许，三沙市政府
综合执法局2号执法船正在西沙北礁
海域巡航。船长卢伟接到指挥中心称
附近海域的雷达图里发现有不少船
只，他立即下令执法船靠近，并用望远

镜观察。
这一细看发现不对劲了，一艘钢制

渔船抛锚在海面，不远处十多艘小快艇
在较浅的海域里作业。凭借6年的海
上执法经验，卢伟立即向上级请示带人
登船检查。

果然不出所料，船上的五六名船员
十分紧张，他们脚下堆满了大大小小的
砗磲贝，也无法出示任何有效证件，还
有多名不法分子借快艇在远处泻湖中
持续开采。执法人员立即乘坐小艇将
非法开采艇一艘一艘找回来。11个小
时后，盗采船被带回永兴岛接受调查处
理。该市渔政支队以其涉嫌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立案调查。

在渔政支队的调查中，船长林某

秀、船员何某供认非法开采砗磲贝的
事实。

据林某秀、何某的笔录显示，“兴泰
隆668”号召集了 6名船员和 23名工
人，于8月29日从海口港出发，31日到
达西沙北礁海域后，利用小快艇，驶入
水深2米的礁盘之上，将砗磲挖出来运
回船上。

“砗磲是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开采是违法行为，而且还会对珊瑚
礁造成极大的损毁，对海洋生态环境是
一种严重的破坏。”渔政支队有关负责
人符勇告诉记者。

根据调查结果，三沙市随后召开
了专题会议，要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
法律程序，对涉事船只和人员进行严
肃处理。

从渔政支队出示的处理结果来看，
三沙市拟对这一案件做出行政处罚，没
收非法开采的砗磲贝并处以48万元人
民币的罚款。

“此次执法行动要让涉事的人员认
识到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严重性，提高
海洋环保意识。”三沙市委常委、副市长
冯文海表示。

自2015年以来，三沙市加大力度打
击西沙海域及岛礁的非法捕猎、采挖濒
危野生动植物、非法旅游以及其他破坏
海岸及海洋生态的行为，至今已发现3
起非法采挖砗磲贝的行为。下一步三沙
市将加强海上执法巡航力度，对一切破
坏海洋生态的活动进行严厉打击，对海
上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

严厉打击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

三沙罚没非法采挖砗磲贝20吨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入伍前，我在学校跑400米都气喘
吁吁，脸色发白，头晕想吐，经过部队两
年的磨炼，现在负重跑3公里都不觉得
累，一口气做十几个俯卧撑也没问题！”
三沙某水警区退伍女兵黄晓莹讲述永兴
岛生活两年来军营带给她的蜕变。

“战友，再见！战友，一路平安！”9月
5日下午，听着战友们在永兴码头送别时
的呼唤，黄晓莹眼中噙满泪水。她站在
海军某登陆舰船舷边，挥手向站在码头
送别的战友们告别，踏上了返乡路。

记者发现，在这一批40多名退伍老
兵中，黄晓莹是唯一的一位女兵。她身
披“退伍光荣”绶带，胸前戴着红花，扎
着微微翘起的小辫子，在清一色“小平
头”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舰船缓缓离港，在茫茫大海中航
行。黄晓莹选一处安静的角落坐下，跟
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今年20岁的黄晓莹来自广东茂名，
高中毕业后选择从军。“我本来是艺术
考生，但心向往部队，毕业就报名参军，
经过严格选拔，最终被部队选上。”黄晓
莹说，能成为一名女军人，全家都为她
自豪，因为与男兵相比，当女兵要难得
多，招女兵的人数比例太小了。

永兴岛远离海南本岛，在这里当兵
非常艰苦，黄晓莹从通信兵，到医院卫
生员，都干得得心应手。“尽管这里太阳
大，皮肤被晒黑，地方小，可逛的地方
少，但我享受到不一样的快乐。”黄晓莹
告诉记者，在永兴岛，从班长到水警区
政委，她都经常能遇到，他们对每一个
兵都关心。

黄晓莹有艺术特长，主修声乐，辅
修钢琴，入伍第1年，在部队春晚上，她
第一个出场演唱了《节日欢歌》，甜美的
声音获得了战友的刮目相看。后来，在
国庆、元旦等多次文艺表演中，黄晓莹
或独唱，或用钢琴给战友们伴奏。

经过3个月新兵训练后的黄晓莹于
2013年底踏上永兴岛。“很多女孩的爱
好是逛街，来到岛上，我除了去海边散
步，就只能逛逛小超市。”黄晓莹说，现
在永兴岛上有水果店、美食广场、面馆
等，可以看的东西变多了，酷热夏日，走
进冰吧喝一杯冷饮也蛮舒服。

让黄晓莹感受到变化最明显的就
是永兴岛上的人气旺了。过去晚上出
门，路上基本都没什么人，现在随处可
见夜晚散步的人。“岛上的道路增加了
不少，有的拓宽了，有的硬化了，路两旁
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黄晓莹说，“一
日三沙人，一生三沙情”，三沙是她成长
过的地方，是她的第二故乡。

两年的军营生活把黄晓莹从一个
娇气的高中女生锻造成了一名敢闯敢
拼的女军人，不仅增强了体质，也磨炼
了意志。谈及退伍后的打算，黄晓莹向
记者透露，她回家准备继续读书参加高
考，争取考上一所艺术类大学，将来做
一名音乐老师。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

经过部队两年多的磨炼，
三沙“90后”退伍女兵大变样

从娇气女生
到刚毅军人

三沙人物志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记者孙
婧 通讯员宋起来）9月11日上午9时
许，随着挖掘机第一斗砖石土的倾入，
位于三沙市永兴岛北京路边的1口水
井被逐步填埋。此后，三沙市将陆续封
闭永兴岛上的地下水井，岛上淡水需求
专项以雨水收集、中水回用、海水淡化
和岛外补给为主。至2015年底，当地
政府将全面实现停止开采永兴岛地下
水的生态保护目标。

据永兴（镇）工委书记陈儒丰介绍，
2012年三沙设市时，永兴岛地下水日开

采量为436吨。目前正在使用的地下水
井约30口。三沙设市后，三沙市委市政
府出台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提出自
2012年11月起，在永兴岛不再批准新
增开采地下水项目，到2015年底，永兴
岛全面停止开采地下水。

据专家介绍，三沙的岛礁绝大部分
属于珊瑚岛礁，珊瑚岛礁的地下水是由
淡水和咸水的比重差异共同作用下，形
成类似于中央厚，边缘薄的“凸透镜”。
这种被科学家称之为“淡水透镜体”的

地下水存在于珊瑚岛礁之中，决定岛上
植被的生长，也就是说，如果珊瑚岛礁
地下水被过量开发，将会导致海水倒灌
入地下水系统，使得岛上植被枯萎，严
重破坏岛礁生态系统，这就是为什么要
逐步禁止在三沙岛礁上开采地下水的
原因。

到目前为止，永兴岛已经建设了一
个300吨海水淡化厂，两年前已投入使
用。一个1000吨的海水淡化厂也正在
动工兴建，将于今年11月份投入使用，
将保证岛上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绿化用

水。同时永兴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后
生产出的中水，也被广泛运用到永兴岛
的绿化浇灌之中。加上每周从海南本
岛运往永兴岛和其他岛礁供居民饮用
的1100多吨淡水以及收集的雨水，永
兴岛已实现“四水共用”的局面，永兴岛
上淡水资源缺口缩小，为今年底不再提
取地下水目标提供了平稳的过渡。

除永兴岛外，赵述岛、鸭公岛、晋卿
岛、北岛、甘泉和银屿等有居民居住的
小岛都建有海水淡化厂，保证了居民的
生活和生产用水之需。

防止海水倒灌 保护全岛植被

永兴岛首次封闭水井
年内将全面停止开采地下水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 （记者孙婧 通讯
员宋起来）日前，某知名电子商城开设“三沙特产
馆”，把三沙的特色海产、旅游产品通过互联网商
务推向全国。

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在电子
商城开设“三沙特产馆”，有利于建立三沙的特色
经济品牌，也有助于三沙渔民增加收入。

据悉，三沙因陆地面积有限，从设市开始就在
实践“注册在三沙、品牌归三沙，经营在异地”的特
色经济发展思路。至今已经有100余家大型企业
在三沙注册，注册资金超16亿元。随着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三沙市积极融入互联网+模式，发展特
色经济，建设三沙特色经济品牌，把偏远的三沙与
全国的市场融为一体。

互联网商务进三沙
打造三沙特产馆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记者孙婧）日前，
三沙市新闻中心面向社会招聘视频节目男、女播
音员若干，工资待遇包含驻岛礁工作补贴，报名时
间即日起至9月30日止。

据悉，三沙市新闻中心是在中共三沙市委
宣传部领导下，从事新闻采编、发布以及联系新
闻媒体的事业单位。此次招聘的播音员要求年
龄在20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具备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播音与主持艺术或相关专业，并
持有普通话水平测试一级乙等及以上等级证
书。此外，该中心要求应聘者身体健康，上镜形
象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并能适应在
三沙岛礁工作。若同时具有较好的新闻采写能
力者优先。

工资待遇方面，签订聘用合同后，参照市县级
电视台主持人标准，驻岛礁工作补贴参照市公务
员标准。有意者可以在报名截止日期9月30日
之前，将个人简历和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发送到
sssxwzx@sina.cn ，或致电0898-66827610咨
询详细情况。

三沙市新闻中心
招聘男女播音员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
王蓓蓓）近日，三沙市永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符载畴从北京海军总医院转院抵达海南省
农垦医院，顺利办理了住院手续。此前三沙市各
单位部门为符载畴募集治疗资金91913元，缓解
了符载畴治疗中的部分经济压力。

因符载畴的遭遇，三沙市正在研究相关的大
病医保政策。该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冯文海透露，
三沙市高度重视岛礁渔民的基本医疗保障，正在
制定的大病医保方案将具有三沙特色，针对渔民
常见大病进行保障，且保障力度要比省内其他市
县大。

据悉，今年 5月 21日，符载畴在北京参加
“三沙海产品进京推介会”突发脑溢血住院。他
的妻子卓玉容表示，符载畴生病住院以来，得到
了三沙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多方协
调将符载畴转院到综合康复条件较好的医院。
在北京，经过100余日的康复治疗，符载畴的身
体情况有所好转，此次转回海南接受进一步康
复治疗。

符载畴转院到省农垦医院治疗

三沙正在研究
大病医保政策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记者孙婧）日前，
随着中国移动4G网络在东岛开通，三沙市7个岛
礁实现了4G网络全覆盖，加速了三沙迈向“互联
网＋”的步伐。

据悉，东岛4G基站9月7日建设完工，标志
着三沙市永兴岛、赵述岛、金银岛、珊瑚岛、中建
岛、琛航岛、东岛等7个人居小岛实现了4G网
络全覆盖。2013年 4月永兴岛4G基站率先建
设开通，到2014年4月，整个西沙群岛的4G网
络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据介绍，4G网络开通
后，将进一步提高三沙各人居岛礁的通信环境，
让岛上军警民在祖国最南端的岛礁也能自在畅
游网络。

三沙市7个岛礁
实现4G网络全覆盖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 （记者孙婧 通讯
员洪媛媛）近日，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与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三沙建设
与海南发展相结合、把三沙建设成为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肖
杰表示，要加强与中改院的合作研究，推进三沙
的维权建设。

洽谈中肖杰表示，希望双方下一步加强合作，
推进三沙维权建设，包括开展岛礁政权建设和管
理模式、岛礁开发模式和战略腹地、工商注册经济
和股份制改造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等课
题研究。

迟福林表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将
继续围绕干部培训、对外交流、三沙体制机制改革
以及特色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研究，推动三
沙各项建设和发展。

三沙市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加强合作

推进三沙维权建设

■ 本报记者 孙婧

9月开始，南海特殊的岛礁气候展
现出其狰狞的一面。南海热带低压、台
风、冬季寒潮……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
无疑给三沙的项目进度带来了波折。

“不怕条件艰苦、不怕情况复杂、不
怕前无先例”，当年的三沙人秉持着这样
的精神白手起家，代表国家将政权覆盖
到西沙。如今，上至领导干部、下至项目
工人，“一天也不耽误”的三沙作风、“三
严三实”的工作要求体现得更有质感。
驻岛领导身先士卒，主动延长驻岛值班
时间，加班加点成为工作常态，一种叫做

“坚守”的精神在全体三沙人中传递。

应对恶劣条件
迎接三沙考验

在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下，永兴岛
连续多日下雨。

永兴岛综合码头工程（二期）工地
负责人向前来调研项目进展的三沙市
委常委、副市长冯文海介绍，37个预制
沉箱将以一天一个的速度安装下水，
确保10月底之前完成二期工程浅水区
的陆域拓宽工作。几乎是无视阵雨的
来去，工人顶着头盔依旧忙活在各自
的岗位上。

因为西沙群岛特殊的地理气候，接
下来的三个月，南海诸岛将迎来热带低
气压、台风、寒潮等天气，恶劣的气候条
件对材料运输、水电供应都产生影响，进
而延误工期。

“在三沙市，干部队伍建设、政府履
职能力提升、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乃至主
权维护，都落脚在项目建设上，大量的使
命工作，也在考验三沙市委市政府全体
人员的工作成效。”冯文海介绍：“现在我
们要求所有人，加班加点，抢抓项目工
期，不仅工人延长工作时间，我们驻市领
导干部也在延长工时。”

作为 9月 9日上岛轮班的三沙市
“代理市长”，冯文海从登岛第一天
起，工作内容就在项目现场和协调会
场中来回转换，亲自协调三沙市内外
机构、地方与驻军、企业与施工方的工
作衔接。

延长驻岛时间
推动项目建设

在永兴岛上，由于白日高温，阳光剧
烈，出于人性化考虑，公务员的工作时间
都会避开中午最晒的时段，中午12时下
班，下午3时上班。然而，这一规定被很
多人“忽略”了。

接近中午时分，永兴（镇）工委的项
目现场负责人容哲还站在树下，拿着永
兴岛污水收集支管设计图，为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何连生介绍污水回
收工程的所有明细及进展。接下来，他
还要乘船前往赵述岛，核对相关工程是

否按照规划设计图纸的实施，并催建设
进度，一直到下午上班，他都没有闲着的
时候。

上一年度来，容哲驻岛的时间超过
六个月，这远超出了三沙市公务人员“份
内”的值班时间。容哲从8月4日上岛，
原定9月9日回，但他为自己延长了驻
岛时间，“再呆两个船期吧，看情况，如果
需要的话可能更久。”

9月10日上午，三沙市专门召开了
驻岛轮值干部工作安排会议，要求驻岛
干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将上岛值班
时间和因任务上岛的需要相结合，以更
加高昂和务实的作风推进三沙的项目
建设。

民生项目落地
体验三沙速度

随着干部工作作风的进一步务实，
三沙市的各项建设也在稳步推进。近日

一批关系军民生活的突出问题得到解
决，比如永兴美食园，就丰富了岛上军民

“6点半”后的休闲生活。
每一天晚饭后的黄昏时光，是永兴

岛上最舒服的时候，此时日头不晒，晚霞
很美，海风吹过椰林拂面而过，休闲的

“6点半”后时光，让不少劳累了一天的
工人、渔民、驻军战士，会选择在永兴美
食园里度过。

这是在永兴岛北京路上的一个集合
了烧烤、啤酒、露天电影、茶吧、海洋主题
景观为一体的场所，也是三沙市政府今
年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从6月中旬筹建，到7月24日正式
开放，短短一个月时间，三沙市政府就把
一个家禽养殖场变成了北京路上一个漂
亮的生态化、风情化地标场所。

在三沙，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一些
新的变化，这是三沙速度，也是对三沙人
坚守岗位的回报。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

本报永兴岛9月14日电（记者孙
婧）在永兴岛的森林深处，“藏”着一个
西沙海洋博物馆。每一个前来参观的
游客，都会为馆藏里千奇百怪的海洋
生物和背后有趣的故事所惊叹。这里
绝大多数海洋生物都是西沙海域独有
物种，甚至保存了目前为止西沙海域
发现过的最大的千年砗磲贝、最大的
海龟、最大的黑珊瑚、最大的海绵……

在博物馆中，有海螺海贝厅、海龟
龙虾厅、海石花展厅、海树石芝厅。其
中，海螺海贝厅最大的展品是目前西

沙发现的最大的砗磲，其直径达90厘
米，白色波浪形纹理十分精致规则，让
每一个前来参观的游客忍不住与其合
影留念。据考证，这对砗磲贝至少在
海底埋藏了一千年，因海洋地壳运动、
潮汐运动等原因送上浅海区被岛上居
民发现。

另一个庞然大物收藏在海龟龙
虾厅——一只体长接近1.5米、龟龄
约270岁的海龟，它的背后还有一段
奇妙的故事。据介绍，在海军驻永兴
岛之初，有一次一名战士在海边巡逻

时发现了这只遍体鳞伤的海龟，就把
它留在岛上饲养直至康复放归大海。
但这只海龟数次放而复返。两年后，
一个台风远去的早上，战士们在海边
发现了这只海龟的尸体，为了纪念这
只似有灵性的海龟，战士们把它制作
成了标本，也是目前西沙保存较好的、
发现最大的海龟之一。

此外，博物馆中还保有十分珍稀
的珊瑚标本。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株
红珊瑚，红艳如火，被珍而重之地用玻
璃罩保护着。此外还有同样十分名贵

的黑珊瑚，是西沙特有的一种珊瑚，其
质地细腻致密，呈灰黑色，常年在西沙
作业的渔民也很少见过黑色的珊瑚。

据悉，西沙博物馆内的藏品多数
是由当地官兵在岸上拾到，或是从渔
民捕捞的物种中收购而来的。从
1990 年元月正式开馆以来，经过多
年积累，如今展示的鱼类有 100 余
种、贝类近 200种、海石花类 100余
种、龟虾类标本30余种，西沙海洋博
物馆也成了游客登上永兴岛必去的
一个旅游景点。

西沙有个海洋博物馆

琵琶蟹标本。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红珊瑚标本。

退伍女兵黄晓莹。本报记者 易建阳 摄

加班加点是常态 务实坚守见精神

三沙转作风抓项目一竿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