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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本报永兴岛8月29日电（记者刘操）由海
南日报社和三沙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发现
三沙之美”手机随手拍活动继续火热进行中。
本期我们选登的作品为《渔歌唱晚》，作者为陈
耀强，作品拍摄地点为三沙永兴岛。

此次活动的征集作品为手机上传的图片，
每幅参赛作品文件名上注明作品名及作品描
述，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手机号、拍摄地。

本次活动的投稿地址是：海口市金盘路30号
海南日报社13楼，邮编：570216，同时需要注明“三
沙随手拍”字样。邮箱：ssssp2016@163.com。

渔歌唱晚三沙美

诗赞三沙

三沙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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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三沙供电局员
工高烈日下作业视频

■ 本报记者 刘操

8月28日上午9时30分，永兴岛
三沙市政府大楼前，在驻市军警民代
表的注视下，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
和西沙某水警区政委柯和海共同为

“双拥模范城”揭牌，这块凝聚着三沙
全市军警民共同努力的金色牌匾在阳
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设市4年就荣获全国双拥模范
城，实属不易，这是三沙军民的荣耀，
也是三沙军民努力奋斗的结果。

民拥军
涓涓爱流涌向南海军营

三沙市委、市政府从设市伊始就提
出了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的目标，以一
天也不耽误的劲头开展双拥工作。

为方便驻岛官兵上岛值班、军属
上岛团聚，三沙市增开“琼沙3号”轮、

“三沙1号”轮航班，方便官兵上下岛。
设市之初，三沙便成立了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出台了12个优抚文件，
优抚标准位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三
沙市每年安排财政资金6000多万元
开展“十大双拥工程”。

4年来，三沙军地积极探索建立
军警民联防机制，累计巡航324艘次，
航程4.6万海里。

在三沙的各个岛礁上，军民共建、
共管、共用融合发展的例子随处可见：
西沙垃圾收集转运站工程和污水处理
管网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将部队需求
纳入规划建设；共修建和改建了永兴
环岛路等17条道路；三沙市人民医院
和西沙某水警区医院制定合作方案。

军爱民
官兵乐守天涯助力三沙发展

每周的固定时刻，来自西沙某水

警区“雷锋班”的8名战士都会全天
候服务岛礁军民。熊燕青是其中的
一位，在永兴岛北京路、渔民村、建设
工地，他为岛礁居民提供便民维修服
务已经成为了习惯。“大到轮船主机、
三轮车、空调，小到电磁炉、电饭锅及
接线板都是我们维修服务的范围。”
熊燕青说。

时间长了，“雷锋班”成了三沙岛
礁上不可或缺的力量。驻岛单位、永
兴镇武装部、渔民村的渔民一遇到维
修方面的困难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他们。像熊燕青一样，“雷锋班”的
战士们总是第一时间到场解决难题。

为了让美丽三沙更美丽，驻岛部
队官兵积极支持三沙实施“绿化宝岛”
活动，开展“美丽三沙”岛礁卫生治理
活动，开展6次增殖放流活动；三沙市
公安边防支队官兵成立爱民固边放映
队，深受渔民欢迎；针对驻地渔民百姓
文化生活不够丰富的情况，海军西沙

某水警区将自身的文化场馆资源实行
军民共享。

未来可期
建更多双拥载体再创佳绩

今年7月，三沙市被全国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授予“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
号，标志着三沙市双拥工作取得了历
史性突破。

按照目标，三沙将继续完善党政
军警民“五位一体”海上维权维稳机
制，建成军警民联防指挥中心，实现信
息共享，进一步形成党政军警民合力
固边戍疆新局面。

未来，三沙将建立融合共享的交
通运输体系。推进岛礁直升机、水上
飞机平台建设，建造“三沙2号”、“三
沙3号”等交通补给船和其他岛际交
通船，加快发展便捷高效和惠及军民

的三沙岛际交通。
在市政民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三沙将建成较完善的淡水、污水和垃
圾处理设施，使三沙有居民和军队驻
守岛礁、船舶的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
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100%。

“创建更多双拥载体，为部队办更
多实事好事。”肖杰表示，三沙将继续
实施十大双拥工程，推进重要设施的
军地融合发展，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支
持国防建设、部队建设和双拥工作。
全力保障退役军人安置，做好军属随
调随迁、安置就业、创业扶持等工作，
解决好军人子女入学问题。

肖杰说，未来4年，三沙将坚定不
移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把三沙市建
设成为新时期、新形势下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的典范，“让双拥之花更加灿烂
地盛开在‘祖宗海’上，让国旗、党旗在
三沙高高飘扬！”

（本报永兴岛8月29日电）

三沙“全国双拥模范城”揭牌，三沙军民共同见证荣耀

南海长城更坚固 齐心守卫“南大门”

本报永兴岛8月29日电（记者
刘操 通讯员代进）近日，三沙永兴岛
气温接近40℃，高温天气推升三沙
用电负荷增长创历史高峰。为更好
地保障电力供应，三沙供电局员工开
展迎峰度夏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准备
应急发电机组作为迎峰度夏的应急
电源，确保海水淡化厂等重要民生工
程在负荷高峰期正常运行。

8月28日上午11时，三沙供电局
职工张渊和刘获穿着长衣长裤、头戴
安全帽走入噪声轰鸣、没有空调的发
电机房，对高速运转的发电机组进行
巡视，并检查机组三滤。整个过程他

们认真仔细，即使汗水浸湿了衣衫，也
待所有部件确认无误后才离开。

记者获悉，针对台风多发特点，
三沙市供电局组织多场应急演练，并
对电网系统运行管理、安全管理、设
备运行管理、基建安全管理等进行全
面排查补漏，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发电
燃料供应和机组可靠运行。此外，驻
岛员工到渔民家里走访，排查用电安
全隐患，征集用电服务建议。

据了解，随着永兴岛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加快，三沙供电局在短短4年时
间用电量增长了7倍。只有30多人的
三沙供电局，承担着“发电—输电—配

电—用电”一条龙的工作任务。三沙
供电局今年完成了微电网控制与优化
工程，大幅提高供电可靠性和资产利
用率，显著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实现了
经济、环境“双收益”，也为多能互补智
能微网的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沙用电量4年增长7倍
供电局员工烈日下挥洒汗水保岛礁用电

新型岛际交通船三沙“上岗”
日前，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研制的880型岛际交通艇在三沙市永兴岛投入使用。
据介绍，这艘西沙岛际交通艇主要用于岛礁之间的交通运输、器材补给和救护等；也可用于缉私、巡逻、救助、反恐中的

水情勘察等任务，是一款高性能快艇。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许文 摄

三沙供电局的员工顶着烈日挥洒
汗水保障岛礁用电。

本报记者 刘操 摄

■ 本报记者 刘操

“西沙群岛像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祖国的南海海面上，到处
都有珍贵的宝藏，到处都是美丽的诗
章……”2016年7月，海口长流中学
退休教师王绥抚的个人诗集《蓝色国
土的诗笺》正式出版，这本收录了

118首诗作的诗歌集不仅是他送给三
沙的礼物，更是他写给三沙的“情诗”。

王绥抚退休已经5年了，年轻时到
过西沙的经历让他每每想起都感慨良
多。“在我的印象和脑海里，三沙是一首
美丽的诗，也是一支动听的歌。”2015
年，王绥抚想再去祖国最南端地级市
的心愿终于实现。归来后，他书写了
118首诗歌编成诗集抒发自己的情感。

在王绥抚眼中，如今的永兴岛与
当初已是今非昔比了。“岛上楼房耸

立，到处都兴起建设的热潮。”王绥抚
赞叹说，岛上椰树掩映，绿草如茵，花
团锦簇，条条街道整洁漂亮，俨然是
一座热带的海岛花园。

一首首诗歌出炉，他开始计划创
作诗集《蓝色国土的诗笺》。这些诗
歌里有写西沙绮丽风光的，有写三沙
渔民捕捞生活的，有写三沙海岛建设
变化的，有写水兵巡航保卫海疆的，
有写西沙女兵戍卫天涯的……

王绥抚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海

南人。西沙是海南省管辖的，也是祖国
南海最美丽圣洁的一片海域，我深深爱
着这片深蓝的纯净国土。这部诗集融
入了我对三沙的全部情感，是我对这片
蓝色国土的眷恋和挚爱的结晶。”

“谨以此书献给驻守和建设祖国
三沙的全体军警民。”在诗集的扉页
上，王绥抚写道。今年7月份，诗集
正式出版，王绥抚准备将300本诗集
送给三沙岛礁军警民。

（本报永兴岛8月29日电）

海口退休教师出版诗集赞三沙

迷恋蓝色国土 创作抒发挚爱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刘操）“互联
网+三沙”众创分享会近日在海口举行。来自
我省旅游界、文化界、投融资界以及南海研究领
域的专家学者和创意企业团队负责人共聚一
堂，为三沙的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分享宝贵经
验，开拓创业思路，推动资源对接。

本次“互联网+三沙”众创分享会旨在围绕三
沙创意文化和旅游产品的开发进行讨论交流、资
源对接，推动三沙创意项目的生成，使创新创业
成为推进三沙市城市建设的新动力。在会上，
创业者、企业家、投融机构、媒体业代表频频互
动开展思维碰撞、经验交流，并为有志参与三
沙建设的年轻人提供有益的就业创业指导。

“互联网+三沙”
众创分享会海口举行

本报永兴岛8月29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洪媛媛）8月28日，三沙市调研组赴北岛调
研生态环境保护和岛礁建设情况。三沙市委书
记、市长肖杰强调，要继续植树绿化岛礁，并围
绕岛礁的自然风貌，构建一岛一特色的景观，为
实现“四个典范”打下良好基础。

结合三沙岛礁自然条件、海浪冲刷等客观
因素，调研组指出，岛礁建设规划要建立在生态
的基础上，首先就是要保护好岛礁的生态环境，
北岛要继续加大植树绿化力度，做好岸防林种
植和保护区的规划。

为了方便民兵巡查和居民行走，有人建议岛
上要修道路。对此，调研组指出，可请相关规划设
计单位围绕岛礁自然风貌，以更加环保、更加原生
态的方式建设一条林荫小道，让人在岛上既方便
行走，又可以欣赏到岛礁美丽的自然风光。

三沙调研组
调研北岛生态保护

本报永兴岛8月29日电（记者
刘操）海南日报与三沙市委宣传部联
合主办的“诗赞三沙”主题诗歌征集活
动举办至今，受到了众多词作家、诗人
以及诗歌爱好者的广泛参与。本周，
诗歌爱好者曲超创作了《净水三沙》。

本次诗歌征集，主题为“诗赞三
沙”，语言要清新明快，内容要积极向
上。参赛作品需注明作者姓名、性别、
联系电话等。投稿地址是：海口市金
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13楼，邮编：
570216，同时需要注明“三沙诗歌”字
样。邮箱：sssg2016@163.com。

《净水三沙》
■ 作者：曲超

清澈见底
一如孩子好奇的眼睛
璀璨涟漪
胜过夜空中最亮的星
天然之教堂
古老的道场
掬一捧清水
可濯净心房
可明媚忧伤
如能羽化翱翔
我愿抛弃所有、穿越尘世彷徨
向着你天涯尽头的方向
去追寻
你的
善良
我的
梦想

寻梦净水三沙

本报永兴岛8月29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王蓓蓓）近日，三沙市召开策划项目研讨会，
紧密结合三沙实际，围绕“策划”与“项目”发散
思维、创新思想展开深入交流探讨，进一步推进
项目工作。

会议强调，在策划项目中破解困难、破茧成
蝶，需要做好“六个坚持”。其中包括坚持工作
项目化、项目工程化、工程规范化的原则；坚持
思想解放视野开拓，以新视野、新思维、新创造，
构造大格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探索符
合三沙规律的项目；坚持三沙的特殊需要，善于
根据三沙的项目建设层次高、环节多、周期长、
困难大、成本高的特殊需要策划项目等。

三沙专题研究
加快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宋国强 通讯员周亮）近日，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

“党旗飘·灯塔亮”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上，
第一批6名青年党员在党旗前庄严宣誓，并赴
南沙华阳等5座灯塔开展值守工作。

据了解，“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
海航海保障中心大力开展“党旗飘、灯塔亮”主题
实践活动，选拔一批青年党员，分批选派到南沙，
值守灯塔，锤炼党性、砥砺意志。

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首批6名青年党员
赴南沙灯塔值守

渔歌唱晚 陈耀强 摄

在市政民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三沙将建成较完善
的淡水、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使三沙有居民和军队驻
守岛礁、船舶的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收集和无害化处
理处置率达到100%。

未来，三沙将建立融合共享的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岛礁
直升机、水上飞机平台建设，建造“三沙2号”、“三沙3号”等
交通补给船和其他岛际交通船，加快发展便捷高效和惠及军
民的三沙岛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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