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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历时5天，三沙市政权

建设调研组先后乘坐三沙1

号轮、综合执法 1 号船、海

警船、冲锋舟等，踏着浪、顶

着骄阳，马不停蹄，开展了

三沙设市以来最全面的政

权建设调研工作。

9月26日至30日，调研

组一行30人在市委书记、市

长肖杰的带领下，马不停

蹄，不畏海上颠簸，赶赴永

兴岛、赵述岛、羚羊礁、甘泉

岛、晋卿岛等岛礁，深入工

委、管委会及岛礁社区，就

基层政权、基层党组织建

设、基层经济组织建设情况

进行实地考察，总结设市三

年来政权建设的成效，分析

存在问题，谋划政权建设未

来蓝图，使三沙政权建设取

得更大的进步。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从没想过如此遥远、神秘的海岛之
上，居然会绿树成荫且保护完好。”当方
炎明第一次踏上甘泉岛的时候，他便被
眼前呈伞状的盎然绿树吸引了。

方炎明是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
学院教授，从事生物环境研究已有数十
年。如若不是亲自登岛，他不会相信原
来《美丽而富饶的西沙群岛》一文中描绘
的地方竟是如此绚丽多彩，他也不曾想
到，在甘泉岛上竟会有57个树种，晋卿
岛上有41个树种。

有过6次植物考察经历的方炎明是
第一次在海岛上作业，此行他与其他两
位同事受三沙市国土环境与资源保护局
邀请，对西沙岛礁的树种分布与保护献
言建策，同时为三沙将岛礁树种建档归
册提供支持，既作为三沙发展旅游的重
要资源，也作为考核基层组织生态指标

的重要依据。

西沙岛礁森林结构完整

乘船而至，看到被一片绿意裹挟的
甘泉岛时，他在心中一遍遍地感慨：“甘
泉岛开发虽较晚，但仍能保持较好的自
然原貌，得益于三沙市政府的重视和渔
民的悉心保护。”

“甘泉岛森林结构较完整，内外共分
为三层。”方炎明站在成荫的大树下指向
岛礁外围说，环岛的最外圈，生长着的是
草海桐密林，约1至2米，而在草海桐密
林以内，长有除草海桐以外的海岸桐林、
大叶榄仁林以及人工栽培的椰子树，约
3至5米。

三沙，具有高温、高湿、高盐、高日照
等特点，这算不上一块适合植物生长的
肥沃之地。而草海桐偏偏能挡风，还具
备耐盐，能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的特点。

“再往里看，甘泉岛内深处的树种更
多，除上述树种外还有海棠果等物种。”
方炎明说，这些5至8米高的树木具有
抗风遮阴的功能，无疑给被太阳炙烤着
的甘泉岛带来了清凉。

更让方炎明惊喜的是，他们在晋卿
岛发现了一颗百年古树。“根据古树认定
的级别，该树树龄在100至299年之间，
被认定为三级古树。”经考察，永兴岛上
也有自然生长的百年古树，两棵大叶榄
仁，两棵抗风桐。

就地取材打造乡土景观

“在保持森林原有生态的基础上，以
乔木树种为骨干，搭配一些灌木种植。”
生态保护一直是三沙的重要工作，面对
如此完整的岛礁森林结构，方炎明提出
了要将岛礁绿化与树种保护放在一起的
整体思路。

在岛礁绿化方面，方炎明提议建设
绿色景观，从园林观赏的角度对各类树
冠进行适度修整，同时根据岛礁之间不
同的特色，就地取材，打造符合岛礁的乡
土景观，为永乐群岛的旅游开发打造各
具特色的岛礁绿化。

方炎明还建议，如果渔民能将岛上
生长的诺尼果和椰子树加以开发利用，
便可以在保护树种的基础上获得经济收
益，一举两得。就植物保护工作来讲，方
炎明认为若能将枯燥、严肃的植物保护
工作增添几分趣味，便能够提起三沙渔
民保护古树的兴致。

“民间选‘树王’不失为一种有趣
的形式。”方炎明建议，以抗风桐为
例，可从树冠大小、树干粗细、树木高
度等特征来作为争选树王的标准，让
渔民在轻松愉悦中重视植物保护，寓
教于乐。

（本报永兴岛10月12日电）

本报永兴岛10月12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王蓓蓓）赵述岛和北岛的居民和工作人员已经
开始使用无线网络了。

10月1日，三沙市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前往七
连屿，在各人居岛礁安装互联网WiFi设备，目前
赵述岛、北岛已经安装完毕。据了解，已安装的互
联网无线网络网速为38M，基本可以满足岛上人
员的日常需求。

长期以来，西沙各岛礁驻岛居民和工作人
员只能通过手机网络登录互联网，费用高、信号
相对不稳定。三沙市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为解决岛礁居民“上网难”问题，他们通过在岛
上安装室外无线天线，使原来的室内网络扩展
到室外，既方便了岛上的工作人员办公，也方便
了渔民上网，获取资讯，丰富了岛礁居民精神文
化生活。

据悉，三沙还将在晋卿岛、鸭公岛、银屿岛、甘
泉岛、羚羊岛安装互联网WiFi设备，逐步实现西
沙岛礁无线网络信号全覆盖。

三沙开展设市以来最全面的政权建设调研工作

建管并举，打造海上坚强“堡垒” 西沙各岛礁
逐步实现WiFi覆盖

本报永兴岛10月12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王蓓蓓）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三沙项目建设百日
大会战专项督查动员会上获悉，目前三沙正在推
进的主要项目共54个，包含17个中央投资项目，
37个市财政投资项目。

会议对三沙投资项目的开工时间及开工率、
资金到位及使用率、工程进度等情况作了梳理，重
点研究了中央投资项目和市财政投资项目的开工
率、投资率和竣工率以及这些项目每个节点完成
的比率和时间。

会议要求，确保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年底前100%按期开工；确保列入今年重点项目
计划中新开工项目100%开工；确保2013、2014
年度中央投资计划项目中央投资到位率、完成率
在10月底前均达到90%以上。

谈到当前三沙市加快项目进度重点要做
好的具体工作时，市委书记、市长肖杰指出，一
是列出影响中央投资项目和市里重点项目进
度的问题，及时汇总并协调解决；二是各单位
要制定明确的倒计时工作计划；三是要建立高
效的协调指挥机制；四是研究建立有力有效的
责任追究机制；五是要加强百日大会战的宣传
报道，表扬项目完成得好的单位和业主，批评
项目进度迟缓的单位和业主，形成百日大会战
的良好宣传氛围。

本报永兴岛10月12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王蓓蓓）三沙意欲吸纳优秀民营企业力量，为三
沙渔业公司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壮大三沙海
洋渔业的发展。

近日，三沙召开琼粤桂民营渔业公司座谈会，
海南、广东、广西三省区民营企业家齐集一堂，交
流渔业生产经验，探索海洋渔业生产等相关合作
事宜。据了解，此次参会的企业代表都是实力雄
厚的渔业公司，在船队管理、养殖捕捞、加工贸易
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三沙未来渔业发展的
骨干力量。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在座谈会上表示，三
沙市的成立，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更为
安全的生产环境，是南海渔业开发的历史性机遇，
也是民营渔业企业发展壮大的机会。

“三沙市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琼粤桂三省的
民营企业可在渔业的捕捞、加工、销售等方面建立
资源互补合作关系。”肖杰指出，双方也可展开人
力资源和技术交流、海上应急救援、船队管理、生
态环境保护以及海上维权等方面的合作，共同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

三沙召开百日大会战
专项督查动员会

集三方之力
壮大三沙海洋渔业发展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西沙岛礁有完整的森林结构，包含近百树种和多棵百年古树

百年守礁有古树 百种绿树固海岛

这不是三沙第一次展开政权建设调
研，却是设市来最全面的一次调研。

连日来，调研组奔赴5个岛、考察
20多个项目、召开7次会、调研组成员
提出50多条建议……

“此次调研问题导向突出，将抽象
的、宏观的政权建设进行拆分，将工作项
目化，由点聚面，最终回归立体。”省委组
织部副调研员潘冲说，有拓展及夯实基
层政权的、有加强军警民联合探索政权
建设的、有将法制思维融入政权建设的、

有把政权建设当成经济发展后盾的，还
有将生态环保作为考核基层组织的重要
依据等内容，这些被分解得非常具体而
明确的调研主题，让部门负责人与专家
学者研讨也更有针对性。

赶在中秋和国庆两节期间的调研活
动时间紧、任务多、针对性强，调研组还
在一天半时间内奔赴4个岛礁开展工
作。这让肖杰不无感慨，赶在双节期间，
大家牺牲了中秋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敬业和奉献精神让人动容。

“这一次的政权建设调研是践行‘三
严三实’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前开展
美丽三沙专题调研后的进一步行动。”9
月26日出发当天，肖杰便在三沙1号轮
上召开三沙政权建设专题调研工作动员
会，思考如何在认清三沙政权建设特殊
性的基础上，从广度和深度上探索推进
政权建设。

调研伊始，“轮船上开会”便给与会
的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三沙调
研，会议形式的多种多样让人印象深刻，

紧贴了三沙实际。”参与调研的省民政厅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调研员林强说，
不管是在三沙1号轮上的，还是在会议室
的、在永兴社区的、在执法船上的、在岛
礁上的，都体现了三沙的地域特点。

三沙设市之初就确立了服务国家战
略，始终把海上的维权、维稳、保护、开发
作为重要工作方针。肖杰表示，此次调
研从构思、策划到组织付出很大努力，虽
苦犹甜，体现了“严”、“实”、“多”的特点，
接下来，三沙的政权建设应当建管并举。

三沙设市3年多来，组建了永乐群
岛、七连屿、永兴（镇）等4个工委、管委
会，6个岛礁党支部、9个社区居委会，政
权组织建设由机关向岛礁基层延伸，由
西沙向南沙扩展。

虽说与设市前基层组织的薄弱相
比，现在的三沙政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百姓生活如何、基层政权建设如
何、岛礁基层组织作用发挥如何等依然
是调研组十分关心的。

9月28日，调研组从永兴岛乘冲锋
舟航行40多分钟后抵达赵述岛，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情况。“设市前没水没电，
全靠渔船自备淡水和自己购买的小型
发电机勉强度日，设市后，我们水电不
愁，不仅房前屋后种了蔬菜，还开办了
农家乐。”在赵述岛上生活了32年的渔
民周南忠对“政权建设”似懂非懂，可他
只要一想起越来越好的生活便笑得合
不拢嘴。

悄然而至的改变要从2014年7月
24日七连屿工委、管委会的挂牌成立说
起。七连屿工委、管委会主任王春介绍，
七连屿工委积极推进各岛礁的维权维

稳、民生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等工作，不断
提升岛礁管控能力。现如今，西沙洲的
绿树成荫、赵述岛在建的渔民定居点、渔
民转产转业后的新生活都与岛礁基层政
权建设密切相关。

9月 29日天刚蒙蒙亮，调研组便
乘坐综合执法1号船从永兴岛航行两
个半小时，抵达永乐群岛，随后又换乘
冲锋舟前往羚羊礁、甘泉岛和晋卿岛
调研。

晌午时分，西沙太阳甚是毒辣，一登
上羚羊礁，肖杰便和渔民亲切攀谈。在

永乐永盛渔民专业合作社，调研组还查
看了合作社利用养殖的珍珠贝开发制作
的旅游产品，询问销路和销量情况。

三沙的经济发展与政权建设息息相
关。“在发展经济时，工委和基层组织要
发挥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作用，转变观
点，把政权建设成为发展经济的坚强后
盾。”肖杰在晋卿岛上召开座谈会时强
调，今后三沙要思考如何引进龙头企业、
如何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工委机
构的设置以及内部运作的完善都要不断
探索。

问题导向 | 探索政权建设新路子

深入岛礁 | 走基层、听民声、访民情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9月29日清晨7时许，朝阳从海面
上冉冉升起，还裹着氤氲湿气。在海浪
颠簸摇晃着的海警船上，一场关于探讨
军警民融合式政权建设的会议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

“要不断推进‘六个一’工程、‘五所
合一’工程和战略腹地建设，将综合执法
与基层政权建设有机结合。”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符戆说。

所谓“六个一”工程就是在海上综合
执法联防联控中，大力推进“一个海防联

合值班室、一个信息共享平台、一个海上
执法轮值制度、一个海上联合执法机制、
一个司法逐步介入机制、一支海上民兵
队伍”，进而不断推进党、政、军、警、民融
合式政权建设。

这只是三沙政权建设的其中一部
分，想要加强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
也要不断加强。在林强看来，想要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便要将基层建设纳入各
职能部门，重视明年的村两委换届选
举，并将此作为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对天蓝、海清、树绿的三沙来讲，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刻不容缓，生态保护更
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甘泉岛绿荫下，调研组与南京林业
大学3名植物专家就西沙树种保护展开
讨论。“根据调查，甘泉岛上有57个树
种，晋卿岛有41个树种。”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教
授方炎明提出了岛礁化和树种保护的
整体思路，他建议三沙应以乔木树种
为骨干，搭配灌木树种保持原有森林

生态，并可以借鉴“抗风桐”的人文故
事挖掘树种的人文内涵，同时打造乡
土景标。

“做好生态保护工作是基层组织的重
要职责，三沙需要将每个岛礁的重要树种
建档归册，既作为将来发展旅游的中药资
源，也作为考核基层组织的重要依据。”三
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表示，树种保护要
充分发挥生态环保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广
泛吸纳意见和建议，使岛礁生态保护更加
有效。 （本报永兴岛10月12日电）

广征良策 | 助推三沙政权建设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此次跟随调研组赴各岛礁调研考
察，一个背影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从甘泉岛和晋卿岛乘冲锋舟返
回时，工委书记、岛礁居委会主任、
渔民等纷纷下水，齐力将冲锋舟推
离暗礁，待冲锋舟可安全驶向茫茫
海面时，他们便与调研组成员挥手
告别，转身重新踏上这座岛礁，继续
投身岛礁建设工作中去。

从未感觉人们的背影是如此有力
量和有信念，而这种景象在三沙设市
以前是看不到的。

“以前渔民靠自己的力量运淡
水和食物，很多人连上下岛都是个
问题。”晋卿岛居委会主任王雄 50
多岁了，做了多年渔民却不是很明
白什么叫“政权建设”，他只知道以
前他们这些渔民没有组织、没有依
靠，用水用电这些基础的生活都要
靠自己解决。

“如今的生活是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王雄坐在居委会办公室的电
脑桌前告诉记者，现在岛上有了海
水淡化、有电、有网络、有通讯信号，
还有在建的渔民定居点、执法救助
中心等，以前，岛礁对于他们而言只
是一个栖息之地，并不似现在的“家
园”，住下了便不愿离开。

在三沙人的记忆中，三沙设市前，
岛礁基层组织建设相对较弱。

2013年5月16日，晋卿岛毁林事
件让三沙深刻意识到加强基层政权建
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年7月24
日，三沙市第一个基层政权永乐工委、
管委会成立，在强台风“蝴蝶”中，永乐
工委、管委会在抗风救灾、灾后重建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次考验更加印证了建立基层政权的
正确决定。

几经探索，渔民社区党支部由设
市前的2个发展到现在的6个，渔民
党员由设市前的8名发展到目前的
32名，三沙岛礁党建工作制度日益完
善，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硬件得到改
善，特别是在永兴、赵述等8个岛礁社
区实现了党员现代化远程教育系统覆
盖。

值得一提的是，永兴社区居委
会还有了“五所合一”的办公楼，有
配套活动室、医务室、阅览室、人大
代表之家、海上流动党支部、民兵之
家等。

现如今，三沙共有永乐群岛、七
连屿、永兴（镇）等4个工委、管委会，
6个岛礁党支部、9个社区居委会，政
权组织建设由机关向岛礁基层延伸，
由西沙向南沙扩展，基层政权实现
西、南沙群岛有居民的岛礁全覆盖。
有了基层政权，三沙各岛礁的基础设
施建设、民生改善、渔民转产转业、生
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
有效推进。

（本报永兴岛10月12日电）

从一座“岛”
到一个“家”

日前，三沙市西沙洲，绿化工人在栽种树苗。
三沙市成立以后，制定了岛礁植树绿化规划，一期一期工程地实施，一棵树一棵树地种植，如今赵述、晋卿、

银屿、鸭公等岛礁的绿化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选对了树种、建立了管理机制，绿化初见成效，不仅能防风
固沙、保护生态环境，还为营造绿色家园和发展空间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报记者 李英挺 通讯员 吴亚铁 摄

要让沙洲变绿洲

本报永兴岛10月12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洪媛媛）近日，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会见了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胡志荣一行，双方
就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城投公司组建等问题
进行探讨。

“三沙在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策划、筹建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等方面都非常需要国开行
的帮助和支持。”肖杰表示，一直以来，政治效益是
三沙项目建设的首选，三沙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
和海洋权益放在重要位置上。

肖杰指出，战略腹地是三沙与国开行海南分
行合作的起步平台，未来双方还会在更多领域以
及投融资平台进行合作。他希望，国开行海南分
行可以通过选派人员挂职，作为成员单位加入三
沙城投公司筹备领导小组等方式继续加强合作，
共同探究，不断推进双方合作事宜。

“国开行作为一家服务国家战略的银行，可以
为三沙专门定制相关新政策。”胡志荣说，今年在
三沙永兴岛度过的中秋节令人难忘，他不仅看到
了三沙3年来的变化，也感受到了三沙市从政府
到军民为国奉献的精神和热情。

胡志荣还说，南海战略在国家战略中意义重
大，三沙对国家也有着重要意义。下一步，国开行
将围绕三沙的整体开发提供金融服务，努力打造
适用于三沙的新型投融资模式，覆盖战略腹地和
海域。

国开行将为三沙
提供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