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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与北京将展开农渔合作，发展
海产品深加工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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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三沙人物

■ 见习记者 李磊
本报记者 杜颖 通讯员 王蓓蓓

新居盖起来，产业做起来，生活美起来

晒晒三沙人的幸福事

三 沙 永 乐 群 岛 银
屿社区渔民定居点近
日火热开工！

一年后，银屿社区
上 19 名渔民将从简陋
的油毡房，迁入坚固抗
风的钢筋水泥民居，过
上更为安定的生活。

安居方能乐业，从
古到今中国人都相信这
个道理。三沙设市3年
多来，伴随着一个个项
目建成使用，生活服务
设施的日趋完善，越来
越多的三沙人感受到，

“幸福三沙”的概念并非
空泛，而是真正实实在
在！本报记者近期在三
沙多岛礁进行走访调
查，三沙居民生活快乐，
积极向上，纷纷晒出了
自己的幸福事。

“住”的幸福—— 银屿小岛将圆渔民安居梦
近些天来的银屿社区异常繁忙：经

过两个月的房屋拆迁、地面平整、项目
找点、材料运输等准备工作后，银屿居
委会综合楼、渔民定居点项目主体建筑
正式开工打下地基。碧波环绕的三沙
银屿岛礁上机器轰鸣，烈日下，挖掘机、
工程车在工地上频繁驶入，工人忙得热
火朝天。

银屿居委会主任李遴君说，目前银

屿社区有常住渔民19人。过去的渔民
临时居住点不仅不抗风雨，还异常湿
热。能住进钢筋水泥结构房屋，几乎成
了这些坚守祖宗海的渔民最大的梦
想。现在，这“住”的幸福，让渔民深深
感受到了国家和海南对这片小岛的挂
记和关怀。

如今，正在新建的渔民定居点与居
委会综合楼总面积达1300平方米，其

中渔民定居点共五套房，每套居住面积
为120平方米、可居住两户渔民。定居
点与居委会综合楼的工期为一年，预计
明年此时，银屿岛上的渔民们将迁入新
居过上定居的幸福生活。

李遴君说，为了早日能让渔民们
过这种生活，三沙市做了大量工作。
每年下半年都是海域台风多发季，受
海浪影响，材料运送难容易导致岛礁

施工延误，为确保工程进度，永乐管委
会一方面派人上岛对水电设施进行维
护检修，确保施工期间用水用电得到
保障；一方面加强实地督查，要求施工
方抢抓时间，利用晴好天气运送材料
上岛，严格按照图纸设计进行施工，落
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对施工质量、项
目进度加强监督，确保明年此时渔民
能够搬入新居。

“娱”的幸福—— 寂寞海岛如今有了“都市味”
相较而言，在三沙，银屿社区即将

崛起的定居点只能算得上后起之秀，
在三沙其他岛礁上，一座座新建的渔
民定居点已拔地而起，更多的生活服
务设施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特别是
三沙市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其生活设
施的完善，已经成为三沙各岛礁发展
的一面旗帜。这里的生活已经彻底告
别了寂寞、枯燥、无味，处处洋溢着海

岛风情和热带都市味道，而这种味道，
随着岛上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也逐渐
变得更浓。

北京路是永兴岛上最热闹的市
政主干道。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三
沙”字眼，很多人甚至都会忘记这里
的周边正被茫茫大海所包围，仿佛走
进了海口市区某条海港风情的特色
街道。

每当夜幕降临，北京路上的各家
店铺都会亮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来
自岛上各条战线的工作者们都会汇聚
到这里，在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内购
物，在一旁的渔家乐里吃饭，在理发店
里理个满意的发型。来自甘肃的陈师
傅半年前来到永兴岛，在一个项目工
地工作，在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后，
他和工友们喜欢隔三差五地来到这里

的渔家乐，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点烧烤、
喝点解暑的饮料、聊聊天，缓解一天的
辛苦和思乡之情。陈师傅说，半年前
他上岛时做好了思想准备，本以为岛
上生活会极不方便，准备在这个海岛
上“艰苦奋斗”一段时间，甚至在上岛
前采购来大量的食品、生活用品，没想
到一上岛，发现岛上的生活环境和老
家县城没什么区别。

“收入”的幸福—— 渔业发展带来致富新机遇
永兴岛上变化最大的，当属渔民的

生活。永兴岛永兴社区渔民韦昌清在
此定居已有十年。刚来岛上，生活艰苦
不便，手机时断时续没信号，淡水定量
供应，最烦恼的还是“养家糊口”的问
题，捕回的鱼卖不出去，他甚至数次动
了回广西老家的念头。但随着岛上设

施逐步完善，特别是三沙设市后，永兴
岛上的生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家的念头彻底没了，孩子考上大学
后，他把老伴也接来了岛上，“后半辈子
就打算在三沙过了！”

如今，随着永兴岛上的访客逐渐增
多，海产品的销路得到了大的拓展，价

格一路攀升，老韦用现代化的捕鱼工
具，一个人驾着7.2米的机船出海，半天
时间就抵得上以前两个人一天的收获。

“一斤马鲛鱼过去顶多卖12元，现
在价格能卖到20元，几乎翻了一番。”
韦昌清说，以前补给船一个月来不了几
次，如遇到灾害天气最长的时间三个月

才来一次，捕上来的深海鱼类只能切成
小块，再晒成鱼干，价格也自然上不
去。而如今，随着“三沙1号”、“琼沙3
号”等交通补给船对开航次非常频繁，
永兴岛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广大
渔民也有了更多的将海产品卖出去的
机会。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

日前，三沙市西南中
沙群岛办事处七连屿村
委会搬进新楼办公，将旧
址完整保留开发成景点，
将为后人打开一段尘封
的历史印记。

本报记者 李英挺
通讯员 吴亚铁 摄

■ 见习记者 李磊
本报记者 杜颖 通讯员 洪媛媛

10月21日早7时，“三沙1号”缓缓
驶进永兴港。北京市海淀区西马坊村
村委会主任王海清走下舷梯。

王海清的这一趟旅程在别人眼里
看来很特殊：与三沙永兴社区洽谈合
作，让海鲜进京！

去年，三沙市永兴社区居委会通过
与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建立
友好合作社村，将产自永兴岛上的海鲜

通过冷链车运送到北京市场。合作中，
永兴岛渔民将打捞的部分海产品经过
低温速冻、冷链运输的方式直供北京，
再由西马坊村提供场地成立美食城，并
通过网络和手机移动端等渠道面向北
京销售。

此次反过来，西马坊村到访永兴
岛。王海清说，这一次与永兴社区洽谈
了未来双方的合作。今后，双方会有农
渔合作，发展海产品深加工等业务，前
景可期！而负责接待王海清一行的永
兴社区大学生村官赵恒也告诉记者，随

着永兴岛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产
自三沙的鲜活海鲜将有望直接空运到
北京等国内各大都市，让三沙海产品走
向全国，这会让当地渔民的收入再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

王海清来到三沙岛礁，眼里充满了
惊讶。岛礁社区的居委会渔家乐已经火
热开业，道路干净而宽阔，让他感到的最
大变化是，这次在“三沙1号”补给船上，
同船的有越来越多建设者、投资者，他们
都希望为三沙添砖加瓦、出谋划策，为这
座年轻的城市注入一股股活力。

王海清在自己的记录本上写下了
对三沙的感言：面对着一条条道路的建
成，永兴岛路网结构初见雏形；海水淡
化厂的投入使用，让越来越多的驻市军
民告别井水；垃圾转运站也完工了，三
沙市的社会生活环境日新月异，这不仅
令人赞叹，更多的是感动……

岛礁日渐焕发城市新貌，这是一位
来自北京的社区干部所想象不到的，但
王海清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三沙城市
变迁，离不开所有三沙人的奋进和努力。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

岛礁来了“北京客”

■ 见习记者 李磊 本报记者 杜颖

走在花团锦簇的永兴岛上，时不时
会遇到一群嗡嗡作响的蜜蜂在花丛中
飞舞。这些蜜蜂的主人，是永兴岛永兴
社区南村渔民黄良山。黄良山养殖的
蜜蜂不仅能够带来纯净的蜂蜜，还能让
海岛上的植被因蜜蜂的授粉果实累累。

祖籍文昌的黄良山1999年来到永
兴岛定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
岛上生长着大批野蜜蜂，而且野蜜蜂

酿出的花蜜香甜可口。在文昌老家就
有养蜂经验的黄良山，发现岛上遍布
野花，都是非常优质的蜜源。一次他
返乡回来时带了一箱蜜蜂，到永兴岛
上试养，没想到这群勤劳的小生命就
在这个海岛上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繁衍
后代。

如今，随着蜂群的繁衍，黄良山一
家养殖的蜜蜂已经达到20余箱，每个
蜂箱内都有若干只蜂王，这些蜂王在蜂
箱中组成若干个蜂群，他养殖的蜜蜂加
起来约有百万只。掀开一只蜂箱，黄良
山从中拿起一只蜂篦，展示着上面密密
麻麻的蜜蜂：“其实海岛上养蜜蜂和大

陆养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比在大
陆上养蜂更为简单：永兴岛上蜜蜂一个
来回就能飞遍整个岛，哪里有蜜源，蜜
蜂能够自己识别。加上永兴岛上一年
四季花团锦簇，蜜蜂一年四季都能采
蜜。特别是每年五六月份是岛上植物
开花最多的时候，是蜂蜜产量最多的月
份。蜜蜂采蜜，不仅让养蜂人收获蜂
蜜，还让海岛上的植被因蜜蜂的授粉，
变得果实累累。但在海岛上养蜜蜂，特
别要注意的是岛上的台风天气，台风袭
击时，如果管不好蜜蜂让蜜蜂飞出，就
会造成蜂群数量的损失。

平时，黄良山一家靠出海捕鱼、潜

水抓取鲍鱼等为生，养蜜蜂只是他们的
副业，可屋后这20箱左右的蜜蜂，却给
他们带来了不菲的收入。由于永兴岛
远离大陆，基本没有农业种植生产，加
上空气质量优质，黄良山收获的蜂蜜都
是纯净无污染的，这种海岛蜂蜜，受到
了来永兴岛上的各界人士的追捧。特
别是“三沙1号”补给船开通后，黄良山
已经将这些纯净无污染的海岛蜂蜜卖
到了大陆，价格也一路攀升，达到200
元一斤还供不应求。如今，永兴社区的
北村和中村，还有两家渔民在黄良山的
带动下养起了海岛蜜蜂。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

利用海岛遍布野花养蜂增收

永兴岛上的甜蜜追花人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仅大陆海岸线就有

18000多千米，至少早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
就广泛使用独木舟和筏，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走
向海洋。今天《甘泉新知》讲述的，就是南海海域
所拥有的海底宝贵财富——古船。

唐代以后，我国造船技术发展开始探索深
海。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远航
期间，许多船舶因为海上的波涛汹涌而长眠海
底。据估计，中国沿海有不少于 3000 艘古沉
船。1985年，英国捞宝商米歇尔·哈彻（Mih-
ceal Hratchre）在中国南海海域盗捞到一艘清
乾隆年间的沉船，他从船上获得了上万件青花瓷
器和152块金锭，并公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300
件瓷器获得370万荷兰盾，震惊考古界。2001
年越南在中国南海海域中发现了大量瓷器并卖
往澳大利亚。2003年美国一退伍老兵秘密将其
在南海海域打捞的上万件文物运回了美国……

而细观南海，其是东亚大陆上最南的一个跨
越赤道的边缘海。在南海的海床上沉睡着的古沉
船超过2000艘。南海也是东西方海洋文明的交
汇处，来自欧洲、美洲的船舶频繁出现在南海海
域，同时由于此海域礁岛星罗棋布，是世界航海险
要之地之一，由此，南海也成为了世界上古沉船遗
存最多的地段之一。

据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宾介绍，保
护南海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已是非常紧迫之
事。粗暴的盗取对水下文物的破坏具有不可逆
性。为此，我国近年来也在不断地加强对水下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逐步公布一批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单位，同时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
遗产申报，争取将南海的水下文化遗产作为中国
的遗产内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海南，省博等
考古研究单位也强烈呼吁建议，在海南建设“中国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博物馆”，向国内外，特别是环
南海国家展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科研工作
的最新资讯和权威科研成果。 （杜颖/辑）

古船不见今时海
南海曾经载古船

村委会旧址
成了新景点

甘泉新知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 （见习记者李磊
记者刘操 通讯员彭子娥）记者从10月21日三沙
市工商局组织召开的企业创新发展座谈会上了解
到，今年前三季度，三沙市新注册企业34家，个体
工商户达到110家，注册资金达到15亿多元。

座谈会上，三沙市工商局透露，今年前三季
度，三沙市新注册企业34家，个体工商户达到
110家，注册资金达到15亿多元，企业经营范围
已涵盖金融、航空、油气、渔业、通讯、运输和文化
等产业。三沙市推行的“注册在三沙，纳税给三
沙，品牌属三沙，运营在海南”的工商注册经济发
展模式取得显著成绩。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见习记
者李磊 记者刘操 通讯员王蓓蓓）记者
近日从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了解到，该中
心西沙航标处在三沙市永乐工委、管委
会的协助下，顺利完成永乐群岛晋卿岛、
羚羊礁2座灯桩工程，工程于10月21日
建成竣工。

灯桩作为一种固定的航标，可以引
导船舶航行或指示危险区域，方便往来
船舶通行，为岛礁渔民提供服务。

据悉，技术人员遵循助航效果好、登
陆便捷、建设可行、防风浪侵蚀等灯桩建
设选址要求，对晋卿岛、羚羊礁周围水域
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及测量后，最
终确定岛礁灯桩建设地点。西沙航标处
技术人员还将继续开展岛礁地质地貌勘
测，为下一步灯塔（桩）建设采集数据。

永乐群岛2座
新航标灯桩竣工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见习记
者李磊 记者刘操 通讯员洪媛媛）记者
近日从三沙市政府了解到，该市争创

“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目前已进入冲
刺阶段，该市双拥办参照海南省创建全
国双拥模范城（县）考核评分表中的7
部分，68个项目进行最后的查漏补缺，
进一步丰富争创材料，制定考核方案，
努力推动三沙市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目标的实现。

海南省双拥模范城考评组将于11
月开始对全省申报第十届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的市县进行检查、考评。为了以
良好的面貌、优异的成绩、实实在在的工
作来迎接考评组的检查、考核，三沙全市
上下正以满腔热情、踏实的工作，做好各
项迎接考评工作，力争实现全国双拥模
范城的目标。

三沙市双拥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三沙市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已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市双拥办根据自查结
果进行补缺，建立了双拥手机报等；进一
步丰满、细化争创材料，争取做到特色项
目全满分，其他项目不丢分；与省民政厅
协调制定考核方案，进一步完善考核项
目中的细节内容。三沙市双拥办将参照
海南省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考核评
分表中的7部分，68个项目进行最后的
查漏补缺。

据悉，海南省双拥办关于创建第
十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考评组将实
地抽查部队营区建设、军民共建点、援
建点、国防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户外
宣传牌、公共资源优先优惠等，并从组
织领导、宣传教育、军民融合、拥军工
作、拥政爱民、政策法规、双拥活动等
方面对参加争创的市县进行评分。

三沙争创“全国双拥模
范城”进入冲刺阶段

68个项目进行
最后查漏补缺

前三季度三沙市
新注册企业达34家

个体工商户达到110家
注册资金达到15亿多元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见习记者李磊 记
者刘操 通讯员洪媛媛）记者从三沙市委了解到，
三沙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建立居委会干部大病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的意
见》。三沙市财政首次将注入200万元启动资金，
专用于三沙市现职居委会干部重大疾病的救助。

这一意见的出台，有利于激发三沙市基层干
部在艰苦的岛礁环境中开展工作，进一步推进三
沙市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建设。

按意见规定，凡三沙市现职居委会干部因患
重大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在医保定点医院住院
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
病保险报销、民政医疗救助后，剩余符合规定的医
疗费用部分，由大病医疗救助资金按一定比例给
予救助。下一步，三沙市有关部门将研究制定居
委会干部大病医疗救助实施办法。

本报永兴岛10月26日电（见习记者李磊 记
者刘操 通讯员王晓帆）2015中国国际商标品牌
节近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三沙市作为海
南地理标志，展出了10余个岛礁的海岛形象，吸
引了大批参展市民驻足观展。

“三沙归来不看海，南海精灵乐悠游”一走进
三沙市的展区，可以看到美丽的海岛风光在人头
攒动的展会中显得非常耀眼，大批观众涌来观看，
并合影留念。这次展出的主要有永兴岛、西沙洲、
赵述岛、石岛、黄岩岛等10多个岛礁的岛礁形象，
并且对每一个岛礁的生态的基本情况、地理坐标
位置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些岛礁形象目前都
在国家商标局进行了商标注册。

2014年7月，三沙市委市政府授权市永兴事
务管理局作为申请人，就三沙的岛礁地名向国家
商标局申请了商标注册保护。对三沙岛礁名称进
行注册，主要是为了进行商标保护，防止他人进行
恶意抢注。这些岛礁地名是作为普通商标进行注
册的，除了宣誓主权意义外，相当部分商标在将来
三沙开发建设中，会被运用到企业的实体经营和
产品上，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三沙地名商标参展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三沙建居委会干部
大病救助专项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