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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交给的任务，我要拼尽全力”》后续报道

A04

B01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周
元）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
省委常委会审议我省贯彻落实《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
实施意见等有关文件，强调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最大限度支持大
统战工作，充分调动和凝聚各方最广
泛的力量，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许俊、马勇霞、
李秀领、毛超峰、孙新阳、刘新、张琦、
胡光辉出席会议。省领导于迅、李宪
生、符跃兰、康耀红、王路、陆俊华、林
方略、史贻云、陈莉、王勇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工作条例（试行）》是我们党关于统一

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明确了
统一战线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方向原则，全面规范了各领域各方面
的统战工作，是推进统战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重要依据，为统
一战线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
障、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在党的统一
战线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省委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试行）》的实施意见，强调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进大统战工作的重要作用，切实
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积极促进政
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
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

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动海
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建设国
际旅游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充分
地凝聚共识、人心、智慧和力量。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省
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
支出管理暂行办法》，审批了海口市
委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请示。

罗保铭主持省委常委会审议我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的实施意见，强调

最大限度支持大统战工作
为海南发展凝聚各方力量

刘赐贵李军出席 于迅列席

还有 天22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谭勇 实习生 陈卓斌

“这一点小病不碍事，我很快就
会回到工作岗位上……”今天上午，
看到前来慰问的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省卫计委一行，正在省人民医院
住院治疗的海南大学儋州校区管委
会副主任符灶儒，不断说着感谢的话。

8月15日，《海南日报》头版头条
刊发通讯《“党交给的任务，我要拼尽

全力”》，讲述了符灶儒身患重病还坚
守岗位的感人事迹。文章一经发出，
符灶儒对党忠诚、对工作尽责的可贵
精神，获得省委书记罗保铭的点赞，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敬意。

妻子眼中的符灶儒：
他什么苦都是咬着牙自己扛

“其实，他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了，胸闷、腹痛，动不动就浑身痉

挛。”看着羸弱的丈夫，符灶儒的妻
子唐桂英又红了眼眶，“他是不想别
人为他担心，又急着回去工作，才硬
撑着说这些话。工作几十年，他什
么苦都是咬着牙自己扛。”

唐桂英有些惭愧，作为符灶儒
最亲密的人，她拿到诊断书时与所
有人一样错愕。在她的印象中，丈
夫身体强健，常常是一连工作十几
个小时也不喊累。特别是热带农林
学院筹建期间，符灶儒早出晚归、劲
头十足，完全看不出正承受着持续
便血的痛苦。

在入院抢救的前一天，已经十
分不适的符灶儒终于拗不过唐桂
英，随她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可
项目还没做完、报告还没出来，他就
接到了参会通知要往回赶：“我的身
体我清楚得很，不会有什么事的！”

老同事记忆中的符灶儒：
面对既危险又得罪人的事，他

挺身而出

“他就是一头老黄牛。”曾在热作两
院与符灶儒共事多年，下转A02版▶

符灶儒身患重病还坚守岗位的感人事迹赢得社会各界敬意，在他的家人和同事心中——

“他就是一头老黄牛”

中央财政下达我省
补助资金5.1亿元
用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本报海口 8月 16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夏志军）记者今天从省民政
厅获悉，日前，中央财政将5.1386亿
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下
达我省，我省已按照有关因素分配至
各市县。

据介绍，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将包
括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以及
临时救助在内的补助资金实现统筹分
配，同时也是首次对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资金进行补助，对缓解我省特困救
助供养资金不足提供了重要补充。

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要求，此次
下达的补助资金，用于低保、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和临时救助支出，各市县
要根据本地实际、将本次资金分列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临时救助资
金补助收入，以便做好有关资金结算
工作。

据了解，此次补助资金根据三项
资金（城市低保、农村低保、临时救助）
人均滚存结余、三类补助对象（城市低
保、农村低保、特困人员）人数等因素
进行分配。

8月12日至14日，三亚市红十字灾害应急救援中心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叉河方亮大坝附近开展台风洪涝灾
害救援演练。演练项目包括200公里公路汽车机动投送，15公里徒步穿越，全程无线电通讯保障，救援冲锋舟操
作、翻舟自救，被困人员搜救等。

图为救援队员正在把“遇险人员”抬离险地。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备战台风季
应急救援练兵忙

据新华社南京8月16日电（李国
利 魏龙）远望号火箭运输船队16日
上午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开始执行长征五号首飞火箭的吊装
和海上运输任务。

长征五号火箭是我国自主研制
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即将从海南
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据介绍，
由远望21号、22号船组成的火箭运
输船队，从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出发后，赴天津港将长征五号火箭集
装箱吊装上船，大约经过7天的海上
航行后，抵达海南文昌清澜港，随后
卸载运至发射场区。

远望号火箭运输船是我国首型
专用火箭运输船，船上安装了两台
120吨起重机，能够安全吊装大尺寸
火箭或火箭分段集装箱。船上还设计
安装了一整套海上环境保障系统和减
摇减振设备，使火箭货舱内温度、湿

度、盐度以及火箭集装箱过载环境数
据实测值优于铁路和公路运输。

今年5月初，远望21号船圆满完
成了长征七号火箭的吊装和海上运
输任务，为火箭成功首飞作出了重要
贡献。这次将要运输的长征五号火
箭，因体型较大，单船难以满足运输
要求。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决定由
远望21号和22号船两艘火箭运输
船编队运送。

长征五号将在文昌首飞
远望号火箭运输船队昨日起航，执行火箭吊装和运输任务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赵晓辉 谭谟晓）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与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家成
16日在京签署联合公告，原则批准深圳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建立深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这标志着深港通实施准备
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双方签署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
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公告》，深港通开
通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将包括沪股通、沪港通下的港股通、深股通、深港
通下的港股通四个部分。

深股通的股票范围是市值60亿元人民币及以
上的深证成份指数和深证中小创新指数的成份股，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深
股通开通初期，通过深股通买卖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的投资者仅限于香港相关规则所界定的机
构专业投资者，待解决相关监管事项后，其他投资者
可以通过深股通买卖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深港通下的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恒生综合大
型股指数的成份股、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份
股、市值50亿元港币及以上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
数的成份股，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A+H股
公司股票。

根据公告，深港通不再设总额度限制，沪港通
总额度即日起取消。深港通每日额度与沪港通现
行标准一致，即深股通每日额度130亿元人民币，
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105亿元人民币。双方
可根据运营情况对投资额度进行调整。

对于联合公告未提及的其他有关事项，深港通
均参照2014年4月10日沪港通联合公告相关规
定。深港通正式实施尚需4个月左右准备时间。

深港通正式获批

热带低压南海生成 海南岛迎强降水
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嘉 李凡 符晓虹）记
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南海
北部海面有热带云团正在发展，预计
17日将加强成为热带低压，之后沿
广东近海西行，靠近雷州半岛，强度
继续加强为热带风暴。

受该热带云团和西南季风共同影
响，陆地方面：16日～18日，海南岛将
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省气象局
今日16时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未来

24小时内，海南岛西部、北部和中部
将出现暴雨，其中东方、昌江和儋州大
部分乡镇将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

海洋方面：17日～18日，琼州海

峡、本岛西部海面和北部湾海面将有
8～10级、阵风11～12级大风；本岛
东部、南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
海面风力6～8级、阵风9～10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
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提醒有关
部门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
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

坚守责任令人感动
■ 袁锋

身体不适却咬牙连上三台手术，
三亚市人民医院一名女护士累倒手术
室感动网友。（见今日A05版）

当天，器械护士孙艳丽与同事从
早上 8 时开始连做三台手术，最终昏
倒在手术室。“心疼”“感动”，网友们的
评论代表了大家一致的感受。对于大
多数医务工作者而言，自从成为白衣
天使，责任与使命就在他们心里，患者
永远比自己还要重要。悬壶济世、救
死扶伤，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爱岗
敬业、先人后己，又在之上加了一份责
任与感动。

近段时间，医患关系中的一些不
和谐之音屡屡浮现。如果对医生护士
的真实工作状态有所体验，对他们的
劳累、加班、24小时待命有所认识，一
些患者家属可能就会减少很多不理性
行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推己及
人，医患关系才会更加和谐，看病就医
才会更加顺畅。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
北部 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高温27-29℃
中部 阴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温27-29℃
东部 阴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温29-31℃
西部 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高温27-29℃
南部 阴天有大雨，最高温28-30℃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
北部 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高温26-28℃
中部 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高温26-28℃
东部 阴天有暴雨，最高温27-29℃
西部 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高温26-28℃
南部 阴天有暴雨，最高温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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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点项目半年报
读懂“海南信心”
今年安排省重点项目421个

年度投资1826亿元

竣
工
项
目39

个

年
度
投
资120

亿
元

续建项目266个
年度投资 1399亿元

新
开
工
项
目116

个

年
度
投
资307

亿
元

“墨子号”
开启星际首航
将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

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天地一体化的
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