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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
蔚林）6月27日晚上20时52分，大型
史诗电视连续剧《天涯浴血》在央视
一套播出第20集，《晚间新闻》后，第
21集至22集播出。

第20集中，王毅在琼崖的权力
完全被吴道南所取代，难得的国共合
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也因此而出现逆
转。因抗战需要，冯白驹建立女子警
卫排，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在

围攻之前发动群众采取白天包围、夜
间袭扰的作战方法向敌人发起总
攻。抗战胜利后，王毅被调离琼崖，
后因海难而丧生。随后，战时党政处
解散，各级保卫琼崖动员委员会被取
消。

第21集讲的是，服务团成员被
关押一个多月，在华侨总会、独立总
队和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之下，最后
只好全部释放，服务团又回到了琼文

抗日地区展开活动。那大战斗结束
之后不久，冯白驹主持召开琼崖特委
四届八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靠
近五指山的美合地区，建立一个进能
攻退能守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领导
全琼军民坚持长期抗战。

第22集中，琼崖华侨回乡服务
总团总团长符克牺牲后不久，副总
团长陈琴赴港向总会汇报工作，不
幸途中遇难。1941年底，由于太平

洋战争爆发，侨援断绝，琼崖特委和
服务总团共同商讨决定，保留服务
团的名称，其成员根据个人志愿
和工作需要分配到新的岗位上，
继续战斗。1940年 9月，遵照党中
央的指示琼崖特委调整领导班
子，冯白驹复任琼崖特委书记，同
时担任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李
明为副书记，增补马白山、庄田同志
为特委委员。

《天涯浴血》今晚播出第20至22集
剧情：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总团长符克牺牲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胡蓉）今天下午，中国银行与三沙市政府联合
举行中国银行“长城三沙借记IC卡”首发仪式，
正式发行中国银行“长城三沙借记IC卡”。

据介绍，“长城三沙借记IC卡”卡面以航
拍三沙全景为图案背景，独特的卡面设计既承
载着“服务三沙、建设三沙”的深刻寓意，也体
现了“胸怀南海、根植三沙”的坚定决心。同
时，该卡不仅全面提供中国银行长城借记IC
卡的基本功能与服务，还将终身免收卡片工本
费、年费，免收3个月个人短信通知服务费，免
收行内ATM、柜台本行异地存款、取款、转账
手续费。

三沙设市以来，中国银行与三沙市建立了
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今年2月5日，中国银行
在三沙永兴岛设立三沙支行，为驻岛军民提供
便捷周到的金融服务。4月21日，中国银行向
三沙市政府捐赠100万元支持三沙岛礁绿化工
程，分5年每年捐赠5万元支持三沙教育事业。

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参加发卡仪式。

中国银行“三沙卡”首发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记者孙
婧）“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
有新中国……”作为我省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的“百万农民心向党——纪念建党95
周年”海南农民歌会，今晚8时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拉开帷幕（见上图，本报记
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16个

“农”字牌歌舞节目、近2000名表演者
唱响了农民心声，颂党情，感党恩，展
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省政协副主席
陈莉出席晚会。

温热的风从南海吹来，吹向这个
如夜明珠般璀璨的体育场。这场以

“唱农民、唱农村、农民唱”为主题的晚
会，拥有近2000人的演出规模，其中
90%以上演职人员就是普通农民。

16个歌舞节目通过“爱党爱国，
爱岛爱家”、“希望田野，美丽海南”、

“党心民心，心心相印”三个篇章，为
近5000名观众奉上《忠诚无限》《农
民工之歌》《走进新农村》《咱们屯里

人》《黎风苗韵》《快乐拉祜》《咱们村
官有力量》《村长开会》等情景歌舞和
合唱表演。

来自不同民族的农民歌手，通
过质朴乡音和富有时代特色的歌
曲，全方位展示了农民的家国情怀、
心声和当代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其
中海南养猪歌手杜国文、中国农民歌

王“种菜哥”李刘标以及星光大道农
民歌手朱之文、马广福、大喇叭组
合、山楂妹等农民明星歌手也到场
献唱，赢得了观众们阵阵雷鸣般掌
声。

海南农民歌会由省委组织部、省
委宣传部指导，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陵
水县委县政府、省农业厅主办。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文丽琛）紧随长征七号在文昌首飞成功的脚
步，今天下午，2016年“天际探索杯”中国大学
生立方体卫星大赛在海口召开新闻发布会，大
赛将对全国大中专院校学生开发设计的立方体
卫星进行评选，支持优胜团队的立方体卫星免
费搭载火箭送入太空。

据悉，大赛将持续至今年12月，在读的大
专、本科、硕士、博士生均可以通过个人或团队
申请报名，大赛组委会将通过征集立方体卫星
设计方案、研究立方体卫星、参与微型立方体卫
星制造，资助获奖的设计项目促进相关领域创
新人才培养，大赛决赛将在海南举行，优胜项目
将可获得10万到25万元奖励。

据了解，此次大赛由省教育厅、省科协、共
青团海南省委主办，中科院三亚遥感信息产业
园承办，海南省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办。

海南举办2016年中国
大学生立方体卫星大赛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丁菁华）今天下午，第二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海南赛区竞赛在海口落下帷幕。唯一
的成长组金奖由海南大学学生夺得。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竞赛由省教育
厅、省工信厅共同主办，省发改委、省
旅游委、省农业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团省委
提供支持，海南大学承办。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落幕

海大学子
夺得成长组金奖

“百万农民心向党——纪念建党95周年”海南农民歌会陵水开唱

千余农民纵情歌唱颂党恩

本报海口 6 月 26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从今
天下午举行的 2016 年海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培训动员会上
获悉，今年全国共有 1263 所高校
在琼招生，录取计划共 57745 个
（其中，本科招生计划34563个、专
科计划 23182 个），本科招生创历
年新高。

省考试局负责人在会上说，志愿

填报是高考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做
好志愿填报辅导工作意义十分重
大。就海南省层面来说，考试招生各
项工作的时间紧、任务重。特别值得
关注的是，在国家提高中西部地区和
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的政策要求下，
各级各类高校将逐年对计划投放进
行调整，因此今年考生填报志愿和录
取结果，不仅与考生本人有关，而且
对未来各高校在我省投放计划也将
产生影响。

会议要求，各市县和相关单位要

主动开展志愿填报培训工作，培训
的内容主要包括：高校招生有关政
策解读、招生录取工作流程和办法、
指导考生规划志愿、网上填报志愿
系统的操作应用、网上填报志愿工
作流程、考生网上操作步骤、应急问
题处理办法、填报志愿注意事项等
等，确保每一个毕业班班主任都了
解网报工作程序和要求，确保每一
个考生都了解填报志愿的步骤和注
意的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从往年经验看，

考生和家长参加志愿指导咨询会的
积极性很高，但不少市县的考生和
家长由于条件所限，不能到海口来
参加全省的咨询会。除在网络、电
视、报纸等公共媒体上做好填报志
愿知识普及之外，各市县、各中学举
办的指导咨询会也将成为考生和家
长了解填报志愿知识的重要渠道。
因此，各市县和有关单位要及时举
行填报志愿辅导咨询活动，向考生
和家长做全面而精准的政策解读和
志愿分析。

我省举办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培训动员会

1263所高校计划在琼招生57745人

中考气象信息
6月27日

26日夜间至
27日白天

北部、中部多云有雷阵
雨。东部、西部和南部，多云
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

全 岛 最 低 气 温 24-
26℃，最高气温32-34℃

制图/红胄
本报记者 叶媛媛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
员王媛）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园区企业与印度
药企签署3份合作协议，将利用各自优势联手
开发药品、开拓市场。

第一个合约是印度太阳制药有限公司与海
口南陆公司计划联合开发药品米拉贝隆，半人
马公司与高新医药研发平台公司计划联合开发
溴芬酸钠制剂。太阳药业和半人马公司分别拥
有米拉贝隆和溴芬酸钠制剂原料药的成熟技
术，南陆公司和高新医药研发平台公司拥有开
发缓控释制剂的人才与技术的优势，通过双方
联合，推动上述产品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可有效
解决患者用药可及性和降低用药成本。

第二个合约是印度半人马医药有限公司与
海南高新医药研发平台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身兼高新医药研发平台公司执委会主席的
张丽说，通过同印度药企的合作可以减轻高新区
药企的压力。制药行业的产业链中上游技术、专
利和下游的品牌和销售是整条产业链的重中之
重，而中间生产环节花费巨大但技术含量不高。
此次通过与赛诺凯姆公司合作，将海南制药企业
的生产委托与赛诺凯姆公司进行加工，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压力。

第三个合约是赛诺凯姆制药有限公司与
海南高新医药研发平台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

“此次高新区企业与印度药企合作，在药物
研发、市场开拓、资源共享等方面达成平行互利
的伙伴关系。通过合作，将印度优质的制药产
品，例如原料药、制剂等引进中国，以满足患者需
求；将印度先进的制药技术引进中国，进一步提
升海南医药研发水平。”海口高新区管委会党工
委书记顾刚说。

海口药企与印度药企
签约开展深度合作

关注高招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郭
萃）今天上午，海口海秀快速路中铁
二局管段开始摊铺“透水沥青路面”，
此举标志着海秀快速路桥梁结构主
体工程基本结束，透水沥青混凝土路
面摊铺完成后，海秀快速路即将进入
桥梁伸缩缝、标志标线、路灯等附属
配套工程施工阶段。

据了解，海秀快速路高架桥桥面
采用“海绵城市”理念设计成透水沥

青路面结构，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
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
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
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海秀快速路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主
要通过透水性沥青混合料、桥面的纵
坡和横坡以及透水性填料集水沟、带
孔纵向排水管、集水井等组成，并与
桥梁泄水孔相连接经雨水管排至地
面。透水沥青路面主要是利用路面

在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
集中收集、蓄存雨水并自动“暂存”地
下，待需要时再加以“释放”利用。

据中铁二局五公司海秀快速路
项目部党委书记甘兴旺介绍，此次海
秀快速路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成功摊
铺，标志着“保开通抢工”取得大捷，既
定的各项施工任务指标和节点工期圆
满实现，距离“确保海秀快速路主桥7
月30日功能性通车”目标更近一步。

据悉，中铁二局五公司承建海秀
快速路主桥起止里程为K8+150～
K14+830，总长6.68公里。目前，他
们已完成桩基2407根，承台/扩大基
础376个，墩身/桥台389个，主线梁
部 68 联，以上项目完成率均为
100%。另外，完成匝道梁部33联，
完成率90%。该公司下步将尽快完
成剩余4联匝道收尾，并投入到原海
秀路地面施工各项工作中。

海口海秀快速路桥梁结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透水沥青路面”开始摊铺

◀上接A01版
他指出，禁毒战争是场持久战，打赢这场战争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政府要负起
总责，牵头抓总，领导各方步调一致、协调行
动；各级禁毒委员会要依法履行禁毒工作职
责，抓好禁毒各项工作；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
政法干警要充分发挥好禁毒主力军作用，从
严、从快、从重打击，省司法厅要及时总结海南
戒毒模式的经验，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并可
供外界借鉴的成功路子；社会各界要积极发
动、组织群众参与禁毒公益事业，创造禁毒工
作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良好局面，形成对毒
品问题的四面合围；戒毒人员要下定决心，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亲人的感召下，以坚强的毅
力争取戒毒成功。

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司法行政机关干警、
戒毒工作志愿者代表参加会议。

齐心协力打赢
禁毒人民战争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袁照海）华能东方电厂
30名党员代表近日赴黎族同胞聚居
山区，为东方市天安乡赤好村小学60
名小学生送去了爱心文体用品。

赤好村小学地理位置偏僻，学生人
数少，教学环境较差。本次东方电厂捐
赠的文体用品包括足球、跳绳、毽子、练
字板、彩笔、学生水杯、文具套装等。

近年来，东方电厂全体党员用缴
纳的特殊党费多次赴东方山区偏远小
学开展助学活动，先后为山区小学的
孩子们送去学习用品和体育用品，还
捐赠了价值近万元的儿童课外书籍。

华能东方电厂党员
为小学生送文体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