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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役师高炮二团指挥连以三亚
市红十字应急专业救援队和三亚市吉
阳区下洋田居委会联防队为骨干组
建，连部设于下洋田居委会。近年来，
连队贯彻军民融合式发展要求，先后
参加“琼崖”系列演习、“威马逊”台风
救援和四川、云南鲁甸、尼泊尔等地震
救援行动，均出色完成任务，展现了预
备役部队风采。

应急力量是国防后备力量的拳
头，是预备役部队履行多样化军事
任务的首战力量。近年来，军地各
级领导共 10 多人次到连队视察指
导，并坚持“力量先配、手续先办、资
源先补”的“三先原则”，先后投入一

百余万元用于连队完善配套战备物
资器材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连
队随时可动用的应急专业救援装备
共 200 余套，包括先进的太阳能供
电系统、生命探测仪、海事卫星电
话、液压破障器等地震救援设备，以
及玻璃钢冲锋舟等，能有效保障常
见应急专业救援行动。

为了提高连队训练效率，我们严
格按照《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与考核
大纲》和团部的年度军事训练科目，抓
好入队训练和专业技能训练。近年
来，在团部组织的3次基础科目军事
训练比武中，连队取得12个单项第
一，2个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针

对应急专业救援需求，连队还以现有
专业装备的操作使用为重点，把官兵
分成多个训练小组，探索出“4个2”训
练模式，即每月2次、每次2天、每次2
个专业、2组人员，大大提高了官兵装
备操作熟练程度，同时积极协调向专
业机构和单位派遣人员学习培训。近
年来，我们先后向国家抗震救援培训
基地、三亚海事局、三亚消防中队等单
位派遣了15批100余人次，对抗震救
灾、水上救援、森林灭火、反恐维稳进
行系统学习，连队整体应急救援水平
得到明显提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连队
秉承“穿军装有军魂”的精神，出色完
成了上级赋予的和自愿请缨的各项任
务，成为享誉军内外和国内外的一支
过硬队伍。2013年8月，在省军区组

织的拉动演练中，连队参演官兵依靠
平时训练打下的坚实功底，出色完成
水上搜救、医疗救护、堤坝加固等演示
科目，得到中央和地方媒体专题报
道。每年在汛期和台风季节来临之
际，我们还会组织抗洪抢险演练，在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海南岛欢乐节、环岛
自行车赛等时期组织应急处突演练，
不断提高应急行动能力。

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我们敢挑重
担，连队官兵先后主动请缨参加了
2013年万宁水灾、2014年“威马逊”
超强台风等抢险救援，还有15名官兵
自愿参加了2013年四川省芦山7.0级
地震救援、2014年云南鲁甸6.5级地
震救援。2015年4月，应国家红十字
会征召，6名官兵还参与了尼泊尔
8.1级地震救援。

急难险重勇挑重担 打造精锐后备力量
预备役师高炮二团指挥连连长 宋晓

本报三亚9月13日电（见习记
者许世立 记者黄媛艳）今天上午，
三亚临春河畔响起了“轰轰”的机械
声，富斯·福水湾项目最后一座建筑
被依法拆除。随着该项目售楼中心
及样板房陆续倒塌，标志着三亚历
时一年还绿于民、生态至上的实践
取得成效。

富斯·福水湾项目位于三亚市凤

凰路和春光路交汇处东北侧，紧邻临
春河，规划建设一幢酒店和7幢高层
住宅。经报建审批，富斯·福水湾项目
去年开建，售楼中心和样板房两幢房
屋已在河边建成。

然而，由于占用河道，破坏生态和
城市景观，项目建设伊始便争议不
断。一年多来，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市民纷纷建言，要求重新评估该

项目建设的生态合理性，建议取消开
发、还绿于民。经过大量的实地调研，
三亚市委、市政府广纳谏言，抱着“还
绿于民、还景于民”的决心，当即叫停
该项目，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补偿企
业损失，并着手将此处改建成红树林
生态公园。

一年多护绿、护河的实践初见成
效。目前，占地约35.5公顷的红树林

生态公园绿意盎然，通过利用现状湿
地，建设红树林保护区、红树林游径、
都市果园以及相应的服务设施。三亚
以红树林保护为核心，正打造一座集
生态涵养、科普教育、休闲游憩于一体
的红树林生态科普乐园。

记者了解到，这并非三亚首次叫
停地产项目建设城市公园。与红树林
生态公园隔路相望的市民百果园，此

前是40亩的地产项目用地，一年前紧
急叫停毁山的项目建设后，三亚加快
将其改建成为市民果园。

据悉，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建设在
扫清最后障碍后，将加快进度，与市民
百果园、月川湿地公园、临春河带状公
园、金鸡岭公园、丰兴隆桥头公园等串
联起来，打造成为一条沿河“绿色项
链”。

三亚置换建设用地再建城市公园
临春河畔占用河道项目建筑被依法拆除

本报三亚9月13日电（记者陈
雪怡）中秋小长假临近，有人选择与
家人喝茶赏月品月饼，有人选择携家
人外出旅行庆佳节。同程旅游日前
发布了《2016年中秋小长假出游趋
势报告》，对今年中秋小长假国内居
民的出游趋势进行系统分析。《报告》

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前后，出游人数
最多的国内长线游（出游距离超过
300公里）目的地主要有三亚、厦门、
北京、张家界等，其中三亚当属中秋
小长假国内长线游最热门目的地。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黄金周
有近两周的时间，不少国内居民的秋

季出游需求通过“拼假”在中秋节前
后得到释放，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国
内长线游市场。根据《报告》，中秋小
长假有超过六成的国内长线游消费
者属于“拼假族”，热门客源地主要集
中在上海、南京、北京、杭州、广州、成
都、无锡、苏州、深圳、武汉等。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
三亚多家景区、酒店纷纷巧心融合

“中秋元素”，推出中秋优惠套餐、海
南本省居民优惠游、赏月晚餐等活
动。祈福拜月、猜灯谜、微信送礼
……三亚南山景区将举办“南山邀明
月，南海拜观音——中秋礼佛拜月祈

福活动”，邀游客一起品清茗、尝素
点、赏月祈福；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公园等景区推出优惠购票等活动，三
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凤凰岛
度假酒店等，则准备了各具特色的赏
月套餐、中秋团圆宴、主题烧烤宴等
优惠活动吸引家庭游旅客。

同程旅游发布中秋小长假出游趋势报告：

三亚成国内长线游最热门目的地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中秋、国庆假期即将
相继登场。为保障假日旅游市场的安全
与顺畅，今天下午，海口市召开2016中
秋国庆旅游联席会议，提前部署节假日
的服务保障和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今年中秋节与“十一”黄金周相
隔仅半个月，又是海口列入首批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迎来的第一个
中长假期，海口市旅游部门预计，短

线游、自驾游、家庭游、海南人游海南
将成为海口旅游市场的主要特点，火
山口、冯小刚华谊电影公社、红树林
乡村旅游区等景区将会出现客流高
峰，各个旅游名村（点）也将迎来大量
游客，各条特色文化街区及美食街区
也将迎来大量食客。为了确保节假
日期间社会、旅游秩序稳定，海口将
于9月15日至17日，10月1日至7
日启动假日旅游联席会议工作机制。

据介绍，海口市旅游联席会议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将在旅游公共服务
中心建立假日旅游值班联动体系，实
施全市旅游执法和应急联动工作机
制，联席办将通过旅游联席会议制
度，实时监控主要路段交通情况、主
要景区人流情况，及时处置各类旅游
突发事件。

同时，海口还将对各旅游景区景
点、旅游饭店等场所以及组织大型群

众性旅游活动进行流量控制。此外，
节假日期间，海口旅游、公安、交通等
部门，将联手打击黑车黑导、欺客宰
客、强迫消费以及非法从业等扰乱市
场的行为，加强对旅游饭店、旅馆业、
景区、乡村旅游点、餐饮企业的经营
行为的巡查力度。海口将实行诚信
问责制度，对明察暗访中发现的安全
生产隐患和企业安全失信行为在主
要媒体上进行发布和公示。

省物价局将加强
“双节”价格监管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曾国华）9月12日，记
者从省物价局获悉，为迎“双节”，省
物价局下发通知，提前部署，切实履
行价格监管职责，规范 2016 年中
秋、国庆节日市场价格秩序，优化节
日市场消费环境。

通知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
门要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密切关
注市场波动；要加强重点领域市
场价格监管，营造良好的节日消
费环境。

全省30.33万人
首次纳入社保范畴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记者王培琳）今
天，记者从省社保局获悉，截至7月底，我省“全
民参保登记计划”入户调查率达86.39%，各险
种累计扩面30.33万人，这也意味着30.33万人
首次纳入社保范畴。除部分人户分离的情况，
全省已基本完成未参保人员登记，预计年底将
全面完成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据了解，截至去年 6 月，我省参保人员
811.36万人，需进行参保登记的人数为76.53
万人。目前已入户调查66.12万人。

同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省人社厅提出
五项保险参保目标，即：到2016年底，实现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0%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做
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70万人、127
万人和123万人以上。

据省社保局城乡居保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的参保扩面与入户调查登记同时进行，目前各
险种已累计扩面30.33万人，我省将在2016底
全面完成全民参保登记工作，比国家规定的时
限提前1年，并确保参保扩面目标任务的实现。

启动旅游联席会议工作制度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海口多措并举备战假日旅游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两考生被认定作弊
违规情况均为冒名代考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
斌）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在9
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2016年下
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中，有两名
考生被认定为作弊。

这两名考生均在海南大学考
点参加考试，违规情况均是由他
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将被取消
本次考试所有项目成绩。

经查证，我省此次考试只设
海南大学一个标准化考点，两
名考生均非海南大学教师或员
工。

考生违规情况及拟处理意见
已在省考试局网站上公告。考生
如对违规情况或处理意见有异
议，可在5日内向省考试局陈述和
申辩。

海口市住建局整改
《亮见》曝光问题
涉事小区铺面现已停工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叶媛媛）9月
11日晚，海口大型问政节目《亮见》曝光了水岸
听涛小区存在的一系列建筑安全问题。目前，
海口市住建局已对涉事小区铺面业主依法下达
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停止一切施工作业，立即到
美兰区住建局办理报建手续。

事发后，海口市住建局第一时间召集局相关
处室及下属单位召开工作会议，连夜研究《亮见》
节目曝光的问题，并部署下一步工作。9月12日，
美兰区住建局对水岸听涛C栋C2-3、D2-1、C79
铺面业主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依
法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及
立即到美兰区住建局办理报建手续。

在此次曝光后，海口市住建局启动问责，对
本期《亮见》节目反映出来的工作人员作风不扎
实的问题，立即启动问责，并连夜对投诉处理不
到位的同志进行诫勉谈话，要求各处室、各下属
单位对《亮见》节目所反映的问题举一反三，要求
对待职能内的各项工作及群众、服务对象所诉求
的问题，住建部门不能做相互推诿的“踢球员”，而
是必须做职责内的“守门员”接好球，落实好每一
项投诉事项，履行好人民公仆的监管职责。

海航公益·关爱海南
见义勇为英模项目启动
向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捐赠500万元资金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
员王嘉）今天下午，海航集团和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共同启动“海航公益·关爱海南见义勇为英
模”项目，向我省家庭贫困的见义勇为人员提供
扶持资金以助英雄家庭脱贫。启动仪式上，海
航集团向基金会捐赠了500万元帮扶资金。

据介绍，项目将分为两期实施，第一期于
2016年启动，2017年完成。海航集团将通过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提供500万元资金用于
第一期项目开展，预计将有100户见义勇为困
难家庭得到帮扶。在提供帮扶资金的同时，海
航集团还将在就业、住房、助学、医疗等几个领
域为见义勇为贫困家庭提供实际帮助，切实为
他们减轻负担。

据了解，海航集团自成立至今在海南的公
益事业上累计投入近3亿元，捐助了“至善井”、

“冉冉朝阳”、“绚丽晚霞”等多个慈善公益项
目。今年初，海航集团又做出了“在未来10年
投入10亿元用于海南的生态保护及扶贫开发”
的决定。今天启动的项目就是10亿元计划中
的系列项目之一。

大爱五指山 德耀翡翠城

五指山选出第一届
“五指山好人”

本报五指山 9月 13 日电 （记者易建阳
见习记者贾磊 通讯员王国军）今晚，以“大爱五
指山 德耀翡翠城”为主题的第一届“五指山好
人”颁奖典礼文艺晚会在该市三月三广场举行，
山城人民共同见证道德的力量、讲述道德的故
事、传承道德的情怀。

据五指山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为进一
步挖掘五指山市的好人好事，发挥道德典型的
标杆作用，今年2月，由市委宣传部牵头，与市
委组织部、市教育局等单位组织共同开展了一
次全市的好人评选活动，该活动全市共收到有
效推荐对象92名。经过严密而客观的程序，共
评选出“助人为乐好人”“见义勇为好人”“诚实
守信好人”等 12类 49组共 56名“五指山好
人”。其中有孝老爱亲的榜样、有诚实守信的典
型、有敬业奉献的表率，有助人为乐的楷模，有
见义勇为的英雄。每一位“好人”身上，都有一
些难忘的故事，都有一段感人的经历。

9月 13日上午，三亚市凤凰路
与春光路交叉口东北侧，工程人员
正在拆除地产项目的售楼中心和样
板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扫码看三亚为城市生态
宁愿置换建设用地拆除
占用河道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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