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15日，三沙公安边防支队
永兴边防派出所和三沙市永兴（镇）工
委、永兴居委会党支部联办共建的三沙
市首个“海上流动党支部”正式在永兴
岛挂牌成立，并共同签订了联创联建协
议书。

流动党支部成立后，永兴派出所组

织民警深入一线，对永兴、赵述、晋卿、
甘泉、鸭公、羚羊、银屿的渔民党员进行
了统计，发现三沙各岛礁常驻渔民中有
32名党员，由于不少渔民常年在海上漂
泊，此前一直缺少当地隶属党组织的管
理，流动党员成了“口袋党员”，不能过
上正常的组织生活，这些渔民党员们更

缺少组织的关怀。
有了“海上流动党支部”，分散

在各地的渔民党员也就有了自己的
家。

近半年来，“海上流动党支部”通
过组织大量活动，让党员民警走上渔
船，采取警地党员同上党课，同过党

日、同评党员等方式联合开展党组织
生活。还一同举办座谈会、党章党史
知识竞赛、读书演讲比赛等党性强、
党味浓的活动，进一步提升渔民党员
参与党组织生活的热情，让多年没有
过上组织生活的党员感受到了组织的
温暖。

建流动党支部 让三沙党员找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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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三沙人物志

本报永兴岛11月30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李明镜）11月23日，我国陆军新型综合保障船
入役仪式在海口举行。这标志着我国陆军目前装
备的排水量最大的船艇正式入列三沙，填补了驻
市部队在三沙市没有大型综合保障船的空白。

新入役的综合保障船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
最新型陆军综合保障船，船长90米，宽14.6米，最
大排水量2700吨，是目前陆军船艇中排水量最大
的船艇。

该船设计最大航速20节，抗风力10级，续航
力3000海里，自持力25天，可起降直升机，并具
备大型装备成建制输送能力，具有抗风浪能力强、
续航力强和先进技术应用广泛等特点，入役后将
主要担负三沙方向物资补给、装备输送和海上救
援等任务。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刘新，以及三沙市、
三沙警备区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入役仪式并登船
参观。

我国陆军
最大船艇入役三沙

■ 本报记者 刘操

海水澄碧，天空蔚蓝，气候宜人。
时至年底，西沙旅游目的地永乐群岛迎
来了最受游客追捧的季节。鸭公岛居
委会主任叶兴彬最近很忙，一边忙着接
待椰香公主号邮轮纷至沓来的游客，一
边准备着手完成一年的工作总结。“还
真不缺素材，绕着岛礁走上一圈就知道
该写什么了。”叶兴彬说，这一年鸭公岛
又是一番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配
上了电视机，丰富了精神生活，岛上的
水、电供应设备运转解决了困扰岛礁多
年的“水电”难题……

不仅仅在鸭公岛，随着永乐群岛各
个岛礁上一批批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昔
日的荒凉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与
此同时，西沙旅游的逐步开放，珍珠养
殖企业的进驻，靓丽的永乐群岛上大批
渔民实现转产转业，渔民们的幸福梦想
逐渐照进了现实。

乐在生活：
有电视看有网络用

“挨家挨户都装上了电视机，我们还
有了7台空调。”在叶兴彬看来，2015年
鸭公岛上最大的变化是安装了太阳能发
电机、“户户通”直播电视卫星接收设

备。年驻岛时间超过200天的鸭公岛渔
民冯觉涛觉得：“现在很多电视节目都可
以收看了，海鲜也有了储存条件，所以现
在大部分时间留在鸭公岛上。”

今年9月，叶兴彬带领渔民试着用
泡沫箱种植新鲜的木瓜、冬瓜，获得成
功。“既为岛礁增绿，又解决蔬菜自给自
足问题，还可以满足上岛游客渔家乐的
需求。”如今，叶兴彬又选好了地，准备
运来更多的泥土，试验空心菜、地瓜叶、
萝卜苗的种植。

距鸭公岛不远的晋卿岛同样发生
了喜人变化。不仅渔民各家各户门前
有了翠绿的植被遮阳，不久前在岛礁上
试种的荔枝、龙眼等果树也长势喜人。
覆盖全岛的无线WIFI，使这座海岛与
网络世界无缝对接，夜幕降临时，渔民
们掏出手机，专注地上网看视频，让人
忘了正置身遥远海岛。

乐在增收：
主业从打渔变为渔家乐

“椰香公主”号邮轮开通三沙旅游
航线至今已有2年多时间，旅客人数已
过万。“一票难求”四字可谓概括了这条
线路的火热程度。

在鸭公岛，小岛上的渔家乐特别受
欢迎，渔民打来的龙虾、石斑、红口螺没

等运走就被游客一扫而光。
“来三沙的游客越来越多，一个摊

位的海产品一个月就能卖几千元钱，渔
家乐也能赚钱。”鸭公岛渔民杨开琼说，
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让他现在“主业是
渔家乐，副业是打渔”。

利用“椰香公主”号开通契机，引
导渔民开发新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
采用“政府主导、渔民参与”的模式，
渔民创办渔家乐的同时，政府提供政
策和资金支持房屋建造和配套设施
建设。

乐在未来：
项目落户，渔民致富有望

永乐群岛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如
今，晋卿岛渔民定居点已开工建设，这
让常年住在由黑色防雨布围绕的低矮
木屋里的渔民们有了期望。永乐群岛
工委管委会副主任郭勇说，今年内，晋
卿岛、甘泉岛环岛路项目以及5个岛礁
的1500吨级简易码头工程要陆续启动
建设，随着这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渔民的生活将得到更大的改善。

在羚羊礁，闯海20多年的渔民黄
耀坚望着礁盘防洪楼打好坚实的地基，
笑逐颜开。这是他日夜期盼的幸福时
刻，随着三沙设市以来，海水淡化器、太

阳能发电板相继安装成功，通讯信号的
全覆盖。黄耀坚对现在的岛上生活越
来越满意。他说：“家在岛礁，生活不比
别处差。”

1998年开始，黄耀坚就在羚羊礁
附近海域抓鱼捞螺。过往艰辛的生活
让黄耀坚感慨万分。“淡水只能靠过往
的潭门渔船补给，或者收集一些雨水。
因为异常珍贵，渔民们基本都用作饮用
水了，哪里舍得洗澡、洗衣服。电虽然
有柴油发电机，但用柴油机发电噪音
大，连觉都睡不安稳，而且柴油贵，我们
都不舍得用。”

如今，永乐工委首个渔民合作社经
营项目就“落户”羚羊礁，95名渔民合股
参与在羚羊礁养殖珍珠和底播养殖。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对未来也多
了新的盼头。”黄耀坚笑着说。

“政府主导、企业投资、渔民受益
的经营模式，可解决60多名渔民就业，
渔民一天的收入可以达到500元。”郭
勇说，项目以底播养殖为基础，结合三
沙旅游，未来拟建成一个集底播养殖
珍珠、海参、鱼苗、虾苗和贝苗为一体
的观光形式养殖休闲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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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永兴岛11月30日电）

成立近半年来，三沙岛礁“口袋党员”有了家，漂泊渔民有了主心骨

海上流动党支部 浩瀚南海一抹红

有水有电有电视 手机网络连世界 转产转业腰包鼓

永乐群岛渔民：置身海岛，乐享富足

本报永兴岛11月30日电（记者刘操）11月
23日，三沙市一名环卫工突发胃穿孔，病情严重，
在三沙市委、市政府的紧急协调下，南海舰队航空
兵某部直升机紧急起飞，争分夺秒，将病患送往海
南本岛接受治疗。

当天凌晨一点左右，三沙市环卫中心职工陈
飞突发胃穿孔，疼痛难忍，被紧急送往附近的海军
西沙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血象和B超检测，发现
白细胞超过正常数量一倍，意味着可能已经造成
感染，并且右下腹有积液，情况紧急。

为尽快进行手术，三沙市委、市政府紧急联系
了南海航空兵某部，申请救援。在接到求助信息
后，在永兴岛待命的直升飞机紧急起飞，将病患送
往位于三亚的农垦医院接受手术。三沙市人民医
院也派出救护车，对病患进行转移。

据介绍，目前，三沙市人民医院、海军西沙
医院与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部建立了救援直升
机协作机制，直升机从永兴岛直飞三亚医院，
这比过去从申请救援直升机从三亚起飞，到飞
抵永兴岛接上病人，再返回三亚所花费的5个
小时，缩短了一半行程，为病人赢得了宝贵的
救治时间。

三沙环卫工突发胃穿孔
南海航空兵飞驰救助

本报永兴岛11月30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王蓓蓓）11月27日，三沙市对文昌木兰湾后方
基地建设前期工作进行调研，实地察看地形地貌
等现场情况并听取了相关汇报。三沙市委书记、
市长肖杰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指
示精神，群策群力，加快推进木兰湾腹地建设前
期工作。

据了解，三沙专门成立了腹地研究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开展对腹地特别是木兰湾片区的功能
定位、建设内容及空间布局问题的研究工作。

调研组表示，木兰湾片区规划建设可为国家
南海开发提供保障，助力海上应急救援基地建设，
同时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亮点，以及
军民融合的载体。三沙地处南海应急救援基地前
沿，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海
南加快木兰湾片区规划建设中，三沙市应当发挥
重要作用。

“使腹地建设成为木兰湾发展的引擎”。肖杰
指出，要加快解决前期工作的具体问题，如启动资
金等，及时与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沟通、汇
报，将调研情况以及项目进展及时共享，做到信息
的顺畅沟通。同时，要加快编制腹地的专项规划，
在木兰湾片区规划的指导下，启动腹地的规划，要
服从整个片区的规划，做到市政统一，并与三沙建
设发展的需求挂钩；研究建立投融资机制，加快成
立三沙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按照创新的方式，用
最有效果、最能利用、最先进的投融资模式，推进
项目的落实。

三沙加快文昌木兰湾
腹地建设前期工作

■ 见习记者 尤梦瑜

11月29日，三沙一号第45个航次。
和每一次出发一样，曹微手持对讲

机，站在码头登船口，专注地盯着眼前准
备登船的乘客队伍。

下午6时，满载乘客与补给物资的
三沙一号再次离开清澜港，驶向三沙
市。曹微也和她的同事们各就各位，开
始了又一趟工作行程。开船约两个小时
后，待一些必要工作安排稳妥，她才得空
坐下与我们聊聊自己的工作。

2014年12月，三沙一号还未启航，
曹微就从琼沙三号被借调到这里。现
在，这个1993年出生的姑娘已经担任三
沙一号行政副主任兼客服主任半年多，
带着19人的客服团队为每一次航程“保
驾护航”。航前检查是每位客服人员在
开船前最重要的工作。大到工作人员自
己的补给物资，小到船上打印机里的墨
盒，曹微需要做到巨细靡遗。

待船起锚离港后，曹微总会习惯性
地上甲板去看看。看看乘客多不多，感
受一下当天的天气。“我们会根据当天天
气制定一些工作，像冬天容易有大风浪，
那就要多提醒大家回去休息。再有，风
浪大了，自然晕船呕吐的人就会多，那我
们的卫生工作就需要格外加强。”

“船一开，我的对讲机就忙起来了。”
和曹微的聊天被打断了多次：前来

询问的乘客、征求意见的客服、船长的指
示…… 24小时通畅的手机和对讲机，
不间断的突发情况，对曹微来说是她的
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安全是我最在意的！”曹微告诉我
们，其实，还在乘客登船时，一个关乎每
位乘客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数”工作就
已经开始：“你们在上船的同时，我们就
要一个一个的计数，最后再和核实好的
名单比对总数。如果我们漏数掉一个
人，那么一旦航行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
撤离时，这个被漏掉的人的生命保障也
可能被忽略了！”简单的数数，让曹微和
她的同事不得不绷紧神经，生怕出错。
正因如此，曹微可以精准地报出每一个
航次的乘客总数：“今天是368人。”

“东方之星”特大事故发生后，曹微
在例会上向每位同事强调：“用生命去学
习，承担更多责任！”

安全与责任，这两个关键词不仅是
出现在航程中。三沙一号平日靠港时，
曹微也是在船上度过多数时间。梯口每
天都安排人员值班巡逻，以确保船上没
有闲杂人员，保证财物安全。曹微也需
到梯口抽查。

她坦言，三沙一号是一个难得的工
作平台，这里让她收获了朋友，也拥有了
宝贵的经历。在一步步认识自己的过程
中，22岁的她坚持学习，报读了行政管
理方面的课程。“我从不觉得自己最好，
但也不觉得自己最差，就是要抱着学习
的态度一路努力下去！”

（本报永兴岛11月30日电）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李明镜 唐团宝）
近日，由省海洋与渔业厅、三沙市政府、琼海市政
府组织召开的南沙渔业生产座谈会在琼海举行，
与会代表结合南沙渔业生产情况，建言多举促进

“十三五”期间南沙渔业发展。
南海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海洋渔

场。长期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从事渔业生产，出
海足迹遍布南沙、西沙和中沙。与会人员表示，希
望能加快南沙渔场的调查，加快新工具的开发，出
台新办法、新政策，适应南沙发展新需要。

副省长陆俊华指出，“十三五”规划明确的五
大发展理念，是指导海南下一步发展渔业生产的
重要思想，下一步海南将加强资源科考、改进生
产方式，将渔业生产与维权相结合，处理好捕捞
与收购、加工、销售、消费等方面的关系，健全渔
业生产产业链，提高渔业生产附加值，加大对南
海捕捞养殖政策的扶持力度，更好地促进南沙渔
业发展。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指出，要加强渔港建设
和维护，健全海上冷链物流体系，完善休闲旅游设
施。要积极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和
海洋牧场建设；推进捕捞渔民退捕转产。

“三沙一号”的
“90后”大管家

南沙渔业生产座谈会举行

多举促进“十三五”
南沙渔业发展

“离港离岸不离党，跟着党旗闯南
海”。自“海上流动党支部”成立后，不
仅发挥了党员基层组织的作用，还化解
了不少渔民海上作业时的矛盾，还为他
们作业时遇到的困难排忧解难。

常年漂泊在外的渔民，难免有些摩
擦。只要渔民党员一出现，凭借着他们
在群众中的权威，一般矛盾都会迎刃而
解。“海上流动党支部”成立半年多
来，曾经多次为海上漂泊的渔民化解海

上矛盾纠纷，同时还通过电台、移动电
话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为渔民们提供海
况信息，并积极开展海上互帮互助。

近半年来，海上流动党支部多次在
渔民中举办“渔民大讲坛”，并多方联系
专家为渔民传授科学的海上生产作业
方式，提升渔民的致富能力。“海上流动
党支部”还在有党员的船上建立了党员
船长交流制度，适逢渔船休渔或遇到大
风天气进港，组织党员船长开展座谈,

交流渔业生产形式，共话安全生产。
作为“海上流动党支部”共建方的

永兴边防派出所，还专门成立了党员服
务队，广泛开展送法上门，送证上船等
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协助海洋及渔业部
门加强休渔期的管理，引导渔民党员带
头并影响渔民自觉加入休渔期行列，共
同维护好休渔期秩序。

一系列的举措让渔民和党员感受
到了党的关怀，如今海上作业的渔民亲

切地称“海上流动党支部”为“渔民们海
上流动的家”。目前，三沙各岛礁渔民
党员由设市前的8名发展到目前的32
名，三沙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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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流动党支部”也成为茫茫南海
中的一抹亮色。

（本报永兴岛11月30日电）

党员排忧解难 三沙渔民有了主心骨

■ 见习记者 李磊

一部单边带通
讯电台，一份党支部
党员花名册，就是三
沙“海上流动党支
部”的全部家当。这
个由永兴边防派出
所 和 三 沙 市 永 兴
（镇）工委、永兴居委
会党支部共建的海
上流动党支部，自今
年7月成立以来，针
对三沙渔民居住较
为分散、党员无法正
常过组织生活的状
况，积极创新流动党
员管理模式，把党支
部的功能扩展到渔
船上、岛礁上，同时
为渔民提供海况信
息，开展海上互帮互
助活动，为风里来雨
里去的渔民和党员
建立了一个温暖的
家。

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海上流
动党支部开始忙活起来，海上流动党支
部的成员，开始乘坐冲锋舟、交通船，登
上赵述岛、晋卿岛等岛屿，为各个岛礁
的渔民党员送去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政
策宣讲。

这是“海上流动党支部”上岛礁、进

船舱，让党支部延伸到渔民身边的系列
举措之一。

在宣讲过程中，流动党支部的成
员，带着五中全会宣传单和党报党刊，
紧紧围绕全会内容，结合三沙发展变
化，联系改善民生、环境保护、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等渔民关注的话题进行宣

讲。宣讲组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
生活的实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让更多党员和渔民及时了解了会议精
神以及党的有关政策。

如今，类似这样走进渔民党员身边
的活动已是常态。平时，在渔民海上生
产作业期间，海上流动党支部利用岸

上、船上的单边带电台、移动电话向海
上各流动党支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有关要求。在有党
员渔民的渔船上，渔民党员还会以船舱
为会议室，集中在外作业的党员渔民利
用党建书籍、视频光盘集中进行党章党
史学习。

党支部上岛礁 让渔民感到党的温暖

图为三沙市永兴岛上，基础道路建设两旁的自动化浇灌绿化带。
据了解，经过近年来打下的基础和不懈努力，三沙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快马加鞭”，在着重抓好省市两级

重点项目上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突破。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自动化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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