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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将开展
“建设主权三沙”专题调研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记者刘操）9月19日晚，
三沙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要求认真学习领会好省
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提高政治意识，全面统一
思想，在新起点上用新的精神状态、新的思维方式、新
的工作机制，按质按量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在会上指出，省领导
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三沙工作的高度重视，
三沙广大干部职工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工
作的责任感、光荣感和紧迫感。要深刻认识到这
是对三沙人政治上的重大信任，是光荣而又艰巨
的任务。同时，也要意识到很多工作在全国无先
例可循，需要三沙人不断去探索、积累和总结经
验，不断向前推进。

会议还研究了近期的主要工作以及中秋、国
庆期间活动方案。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三沙市除
了组织军民开展节日传统活动外，还将开展“建设
主权三沙”专题调研，并紧紧围绕“创建全国双拥
模范城”的目标，召开全市动员大会。此外，还将
举行岛礁联动升国旗仪式，以及军警民联欢晚会
等系列文化活动。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蔚涛泽）9月18日上午，三沙市政府授予永兴边
防派出所“卫国戍边模范派出所”荣誉称号仪式在
三沙市永兴岛举行。

永兴边防派出所肩负着捍卫国家主权、领
土安全、海洋权益的神圣职责和维护西沙、中
沙、南沙群岛280多个岛礁及其海域治安稳定
的重大使命。据介绍，三沙设市以来，永兴边防
派出所充分发扬“忧国、为民、实干、创新”的三
沙精气神，协助打击各类侵权侵渔和非法旅游
活动，累计开展巡航2.5万余海里，全力做好岛
礁外来人员和船舶的管理，每年检查各类上岛
人员16000余人次，劝阻违规出海旅游观光760
余人次；在辖区广泛开展国防安全教育和为群
众做好事、解难事活动，多次参与各类救灾、救
助活动，先后参与各类救灾60余次，救助海上
病危、遇险、受伤渔民200余人次，帮助加固渔
船300余艘次、房屋20余间，挽回群众财产损
失上亿元。

永兴边防派出所获“卫国
戍边模范派出所”称号

三沙将建专用油库
确保油料供应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记者刘操）今天，记
者从三沙市政府获悉，永兴综合码头油料供给设
施项目将于下月上旬开工。建成后，将进一步满
足三沙的油料补给需求。

根据规划，永兴岛综合码头将建设一个
2000立方米的专用油库，以满足未来几年三沙
市各个岛礁的用油需求。该项目将于10月上旬
动工，预期用三个月时间完成油站建设，用一年
时间完成油库建设。三沙市有关负责人指出，永
兴岛综合码头油料供给设施建设是三沙市重要
的基础设施项目，要按照国家标准，尽快启动专
用油库的建设。

据悉，去年十月，三沙市政府与中国石化海南
石油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面推进三沙市
油料补给体系的建设和油源供应。

301医院海南分院到
三沙义诊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记者刘操）9月18
日上午，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海南分院在三
沙市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为岛上军民提供全
方位的医疗服务。

此次义诊活动的专家队伍由解放军总医院海
南分院的11位专科主任组成，包括心内科、皮肤
科、烧伤科等科室，旨在解决三沙军民看病难的问
题。此外，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还带来了价值
两万余元的药品赠予三沙市人民医院，以丰富三
沙的药品储备。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副院长周登峰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使今后的三沙义诊活动常态
化，争取每年能开展一到两次。同时，还希望三沙
市人民医院建立一个远程会诊系统，这样可以通
过远程指导、培训或者交流来进一步提高医院的
医疗救治水平，乃至提高整个三沙的医疗保障服
务水平。

本报永兴岛9月 21日电（记者刘
操 通讯员 洪媛媛）9月19日，西沙洲洁
白的沙滩上，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
正忙着给树苗浇水、挖树坑。据西沙洲
绿化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陈海仁介绍，
截至目前，西沙洲绿化项目已种植椰子
树6000余棵，抗风桐3700余棵，木麻黄

8000余棵，完成整个西沙洲绿化项目植
树总量的80%。

在不断的摸索中，陈海仁他们总
结出了一套很好的岛礁植树方法。加
上工人们每天浇水养护，树苗成活率
可达到99%。

西沙洲曾是个无人居住的珊瑚沙

屿，2008年赵述岛渔民在岛中央种下了
一片木麻黄树，如今已长成郁郁葱葱的
树林。2014年7月，三沙市启动了第二
期岛礁绿化工程——西沙洲绿化工程，
先后种植了1500多棵木麻黄树，目前，
这些树也长到近两米高。为了更好地管
护树木，三沙市还安排了2000多万元，

在这里建设了海水淡化厂、雨水收集池
系统，安装了水泵等设备，并配备专业的
管理人员，对岛礁设备进行专业管护。

陈海仁介绍说，他们还计划在林间
补充种植琼崖海棠、诺尼果树等特色树
种，预计本月底全部完成西沙洲绿化项
目的植树工作。

三沙举行岛礁环保活动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记者刘操）9月19
日是今年的“国际海洋清洁日”，当天上午，三沙市
海事局和中国海洋环保协会组织10多名长期驻
岛的涉海部门工作人员、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来到永兴岛码头举行岛礁环保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沿着港口岸线前进，边
走边拾起岸边的碎纸屑、玻璃碎片、空矿泉水
瓶和其他被海浪冲上来的垃圾。据介绍，此次
活动由三沙海事局和中国海洋环保协会的志
愿者们自发组织，旨在清理海洋垃圾、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

据了解，中国海洋环保协会在三沙长期驻岛
的志愿者们，已经把清理海洋垃圾当作了一项常
态化的工作和使命。参加协会的志愿者表示，今
后这个队伍还将不断壮大。

三沙快讯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洪媛媛

每天清晨，永兴岛上三沙市党政办
公楼内就开始忙碌起来，驻岛值班的公
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夹着文件匆匆而
来，军转干部和挂职博士在办公室间穿
梭，聘用人员也各司其职忙碌在自己的
岗位上……

200多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的管控
与建设离不开人才。一直以来，三沙市
求贤若渴，致力于打破编制束缚、创新人
才工作机制，先后引进两批挂职博士；同
时，锻炼队伍，选派35岁以下年轻干部
分赴永乐群岛和七连屿地区岛礁轮值，
让队伍保持活力。

“柔性”引进
挂职博士充实高层次人才队伍

“前方渔船请注意，我们是‘三沙综
合执法1号’船，请迅速离开中国领海海
域……”骄阳下，三沙市综合执法支队副
支队长刘昆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海上响
起。短短两年时间，作为三沙市第一批

挂职博士的他，从走出象牙塔到足迹遍
布三沙海域，从实验室里的课题研究到
身先士卒奋战在海洋维权的第一线……
是三沙的特殊人才引进机制给了他实现
梦想的舞台。挂职期满后，刘昆将入职
三沙，“高知燕”将继续翱翔岛礁。

三沙设市以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打破地域、编制等界限，先后柔性引进两
批22名博士在三沙挂职锻炼，充实三沙
人才队伍，为挂职博士统一安排住房或
发放租房补贴。

暨国彪是2013年三沙第一批挂职
博士，2014年挂职期满后主动要求留在
三沙市工作，担任政策项目研究中心副
主任。

“三沙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在这里有
新的挑战，新的机会，在这里工作有意
思，更有意义。”暨国彪说，从引进，到了
解，再到留下，三沙市重视人才，信任人
才，尊重人才，给予人才发挥的空间，以
及实现人生价值与梦想的平台，让人才
愿意留在三沙，建设三沙。

军转干部也是三沙一道靓丽的风
景。作为名副其实的“兵”市，三沙设市3

年多来，在编制紧缺的情况下，接收部队转
业干部11人，占全市公务员编制的20%。

由于地方工作与部队工作有着较大
的区别，为了帮助军转干部尽早适应新
环境、新工作，三沙市领导、市委组织部
将思想工作做在了前边，通过座谈交流、
谈心等方式，帮助军转干部转换角色。
三沙市军转干部以其优秀的职业素养和
过硬的工作作风，奋斗在三沙各重要部
门的主要领导岗位上。

“刚性”锤炼
年轻干部驻岛礁更快成长

随着永乐工委、管委会，七连屿工
委、管委会和永兴（镇）工委、管委会的建
立，蒋维权、王春、郭勇等一批三沙青年
干部被委以重任。

蒋维权从三沙市委办公室分管民政
工作的主任科员到永乐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基层工作让他有了一展抱负的机
会。渔家乐、海水养殖、珊瑚栽培……在
他的带领下，永乐群岛居民纷纷依托旅游
和海洋渔业资源转产、转业，在保护生态

环境的同时也让渔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三沙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过程虽然

艰辛，但收获很大。”刘筱迪虽是市财政
局的聘用人员，但因工作能力较为突出，
试用期刚结束就接手了市地税工作。

今年4月，三沙市选派35岁以下的
年轻干部分赴永乐群岛和七连屿轮值，
刘筱迪作为首批年轻干部赴七连屿值
班。十多天的岛礁生活，刘筱迪带着10
位渔民大姐跳起广场舞，给边陲小岛带
来了鲜活欢快的气息。

刘筱迪从七连屿回来后，不断学习，
摸索适合于三沙地税的特殊模式，数据
分析、纳税服务、税源管理……为实现自
己心中小小的“三沙梦”而努力着。

“年轻干部要锻炼作风，不怕艰苦，
要多向基层干部和渔民学习，要勤于思
考，把本职工作和工委的工作结合起
来。”三沙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陈际阳
表示，年轻干部下基层进驻岛礁，在基层
一线了解三沙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三
沙工作的基本经验，从而得到更快的成
长，成为未来三沙建设发展的主力。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

三沙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引进挂职博士、锤炼年轻干部

刚柔并济聚人才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洪媛媛

9月15日，暴风雨刚过，陈奕奋就
带着工人忙着将苗圃中的椰子树移栽
到七连屿工委办公楼门前。“身穿迷彩
服，头戴斗笠的陈奕奋站在挖掘机前，
不断指挥挖机驾驶员工作。烈日下，
他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

西沙情结在他身上延续

陈奕奋是名副其实的“三沙二
代”，他的父亲是“琼沙2号”的船长，
母亲是西南中沙工委的职工。从幼年
起，陈奕奋就习惯遥望着广袤无际的
大海，想象父亲驾驶着“琼沙2号”乘
风破浪。

1981年，13岁的陈奕奋实现了童
年的梦想——乘坐父亲驾驶的“琼沙
2号”去永兴岛看一看。一路上，海鸥
围着船舷翱翔，飞鱼掠过海面，深深浅
浅的蓝比水晶还剔透，码头上接船的
人群欢呼雀跃像过年一样……这一切
都深深吸引了少年时代的陈奕奋。

“年轻人就是要扎根基层，去建设
西沙，为国家做贡献吧！”陈奕奋永远记
得，毕业之后他决定到西沙工作时父亲
所说的话，他们都坚信，只要西沙人和
西沙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孤悬海上的
岛礁终将成为渔民安居的乐土。

从驾驶员到基层人武部的工作人
员，陈奕奋始终努力学习，兢兢业业地
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2013年7月，永
乐工委、管委会刚成立，陈奕奋作为永
乐工委的工作人员被派驻晋卿岛。

“当时晋卿岛除了几间渔民搭的小木
屋外，什么都没有。”陈奕奋还记得，刚踏上
晋卿岛的那天下着暴雨，岛上渔民的房子
上了锁，没有住的地方，大家只好将搭建
板房的材料拼成人字形，顶着过夜。

三沙巨变心中满是自豪

2014年7月，有基层岛礁建设经
验的陈奕奋又从永乐工委调来七连屿
工委。后勤保障、行政管理、项目建设
……陈奕奋积极配合七连屿工委、管
委会的工作，为七连屿岛礁的建设献
言献策。

陈奕奋每年驻岛时间超过 200
天，他的妻子是永兴事务管理局的报
账员，一家人难得有团聚的机会。
2014年春节，陈奕奋在晋卿岛值班，
妻子在永兴岛值班，只有11岁的儿子
留在海南岛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他
的心中充满了对父母、对儿子的歉疚。

“选择坚守，是源于对这片深蓝的
热爱。”陈奕奋说，看着一个又一个岛礁
从人烟罕至的孤岛变成旅游者的天堂，
看着一艘又一艘的巨轮航行在三沙海
域，看着一栋又一栋的楼房在岛礁建
起，他作为三沙的建设者，作为三沙的
第二代，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夕阳西下，工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
作。陈奕奋拎着斗笠仍奔忙在建设工
地上，坚毅的眼神中充满了对三沙未来
发展的信心……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

“三沙二代”的坚守：

只为心中的
那片“深蓝”

三沙人物志

■ 本报记者 刘操

再苦再累，工程不能耽误

三沙设市一个月后，赵能先就被公
司派到永兴岛负责重点项目建设，每年
驻岛时间超过5个月。如今，对于高温、
高湿、高盐、高日照、物资匮乏的工作环
境，他早已适应。

刚刚上岛的那段时间，赵能先因为和
业主方、监理方、工地周边单位彼此不熟
悉，协调处理项目事情时感觉非常艰辛。

三沙市政府得知了赵能先的难处，派
专人每周来到他的工地两次，帮助他解决
实际问题。不仅工作效率大大提升，在停
水停电的日子里，赵能先甚至获准带着厨
师跑到三沙市政府办公楼做饭。

政府部门的关心让赵能先感到很欣
慰，他带着工人们埋头苦干，永兴垃圾转
运站、政府公用住房项目（1号楼、2号
楼）等三沙市重点项目在他和工人们的
努力下建起，并投入使用。

今年，赵能先又开始负责永兴岛供
水厂区建设，“希望项目早日建成，让三
沙早日告别提取地下水”。

对永兴岛上的项目建设者来说，一
刻不耽误推进岛礁建设是再平常不过的
事情。记者走访永兴岛的多个工地，建
筑工人们都向记者表达了同一个心声：

“在祖国最南端的地级市工作让人自
豪。要在这里做出成绩，我们宁愿自己
多流汗，也不愿留下遗憾。”

尽职尽责，责任人严保质量

9月20日清晨6点半，永兴码头冷

库施工方负责人陈森和工友们开始了一
天紧张繁忙的工作：“早上太阳不太烈，
我们工作起来效率高。”

“要小心！要仔细！”在永兴岛码头主
体已经完工的冷库和冰片机房内部，40岁
的陈森聚精会神地指挥着工人们密封保
温室，“工程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问题。”

“前几天刮风下雨影响了工程进度，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加班加点
把落下的工程补上。”完成每天的进度
后，陈森和工友们选择就地打地铺休
息。“这是保障整个三沙物资补给的工
程，必须一鼓作气完成。”

永兴岛的建设者们对工程的质量格
外看重，记者今天走访已基本完工的宣德
路景观工程发现，曾经荒芜一片的宣德路
上，如今俨然成为“风景长廊”。这里茂盛

的树木被安装了全新的树池，道路两旁栽
种了繁茂的园艺植被。

“只要我们按照图纸精益求精，这里
就是永兴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与陈森
一样，宣德路景观工程负责人古芳东在
施工期间头顶草帽，每天和工人们一起

“战斗”在第一线。年驻岛时间超过200
天的古芳东说：“在三沙，所有人都很淳
朴、简单，大家一门心思搞建设。自己每
天奋战在这里，也充满了正能量。”

去年，永兴岛日产300吨海水淡化
厂建设完成，今年，渔民定居点、永兴岛
污水处理厂和西沙群岛垃圾收集转运站
建成投入使用，永兴学校即将完工……
古芳东说，与刚刚登岛时面对荒芜岛礁
的心情不同，如今他们心中满是成就感，
工作的精神头更足了。

各方协力，政府助推建设

设市以来，三沙一批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在各岛礁全面铺开并竣工，在政权
建设、民生改善、生态环保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三沙市发展建设
的重要推进器。这些成绩同样得益于三
沙市委、市政府的精心策划、推动。

本月底，备受关注的“三沙的大
门”——永兴综合码头二期项目即将进
入封闭施工阶段。9月18日三沙市专
门为此召开协调会，在三沙市领导的主
持下，与会各方就码头封闭施工、船只管
理等问题进行协调。

会议迅速确定了做好港口封闭施工
的告知；提前规划解决好封港期间的船只
管理；定点定区协调施工现场的人员与设
备管理等工作任务，并明确明年4月底全
面完成永兴综合码头二期项目建设。

这只是三沙市委市政府通力协作推
动项目进展的一个缩影。三沙设市3年
多来，为了确保项目进展顺利，三沙市先
后成立了多个项目办公室，主抓项目建
设，紧盯项目工期，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

与此同时，三沙市政府还制定了详
细的《重点项目责任分工表》，明确了一
批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目标任务、存在
问题、解决措施和责任人。

激情不止，努力不止。年轻的三沙
设市3年多，一个个项目建成使用，一个
个新项目又开工建设。顶着烈日、无惧
海风，挥洒着汗水的建设者们一刻都不
放松，他们共同期待美丽南海新城美好
的明天。

（本报永兴岛9月21日电）

岛礁条件不断改善、重点项目相继竣工，三沙建设者斗志昂扬

建设“踩油门”流汗不留憾

如今，三沙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为日前新建成的三沙
市永兴渔民定居点一期项目。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吴亚铁 摄

9月19日下午3
时半，在热辣太阳照
耀下的永兴岛岸边，
42 岁的永兴岛海水
淡化厂施工方负责
人赵能先扛着铁锤
和钢筋，手持对讲机
跨入海水中。他要
在礁盘中摸索确定
到取水点，赶在中秋
节（退潮）来临前，制
定出工程图纸，以便
工程得以迅速推进。

“推进项目一刻
不能耽误！”连日来，
记者在三沙永兴岛
永兴学校、永兴码头
冷库等工地看到了
一片片火热的劳动
场面。机器的轰鸣
声，轰隆隆的钻机
声，清脆悦耳的钢筋
碰撞声，此起彼伏的
吆喝声交织成一首
激情昂扬的交响曲，
催人奋进。

三沙市二期岛礁绿
化工程主要集中在西沙
洲。根据西沙洲绿化规
划方案，岛上将陆续安装
海水淡化等设备，并大面
积种植椰子树等抗风、抗
盐碱、遮阳的植被。图为
驻岛官兵、政府工作人员
在三沙市西沙群岛西沙
洲上种下300余棵木麻
黄树的场景。

新华社记者 魏骅 摄

西沙洲绿化项目完成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