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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诗赞三沙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洪媛媛

11月22日至23日，三沙市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在永兴
岛召开。4年多来，三沙市首届人大
常委会肩负人民重托，紧紧围绕维权、
维稳、保护、开发的神圣使命，依法行
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在服务国
家战略，维护人民利益等方面作出了
积极贡献。

为政权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三沙设市4年多来，市人大常委
会从零起步，依法选举产生第一届三
沙市政权机关。

2012年12月22日，三沙代表团
首次参加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进一步推动三沙政权建设。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选举法有关规定和部署，按照市属单
位和人员分布情况，统筹划分了22
个选区，依法分配代表名额，精心组
织选民投票，保障了市人大换届工作

顺利进行。
“三沙条件特殊、情况复杂，市人

大常委会的很多工作都要在贯彻宪法
和法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拓创
新。”三沙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室
主任李锋介绍说，三沙岛礁众多，居民
有两地居住的习惯，为了做好换届选
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采取召开选举
大会和设立投票点两种方式，分别在
海口临时办公区、三亚崖州、儋州白马
井、文昌清澜及三沙各岛礁和船舶，组
织各选区选民投票选举，选民参选率
达83.9%。

据了解，设市4年多来，三沙市人
大常委会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0人次，为三沙市政权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组织保障，为加强三沙市政权建
设，实现中央战略意图，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为法制建设夯实基础

法制是促进三沙建设发展的有力
保障。设市以来，三沙市人大常委会

始终把立法工作列为推进三沙法制建
设的重要任务，从积极争取地方立法
权，到为实施立法权创造条件，再到以
立法实践推动依法治市……

三沙设市时间短，获得地方立法
权是一条漫长且艰难的道路。组织调
研、向相关部门取经、与高校合作、通
过海南代表团和住三沙市全国人大代
表提交建议……在多方的共同努力
下，去年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立法法草案，
赋予三沙市比照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
法权，三沙的法制建设也由此揭开了
新篇章。

“获得地方立法权不仅体现了国
家从法律层面对三沙市地位和作用的
肯定，也为三沙今后的法制建设、提升
法理维权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
锋介绍说。

获得地方立法权后，三沙市人大
常委会积极采取措施，设立了市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制定了《三
沙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
作机构审议审查地方性法规草案工作

规程》，当年8月就被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实施地方立法。

为了使立法工作早出成果，三沙
市人大常委会在争取批准实施立法项
目的同时，积极向全市广泛征集立法
项目，按照统筹兼顾、急需先立、先易
后难的原则，将《三沙市居住证管理办
法》列为首个立法项目，2016年又将
《永兴岛水资源节约与保护规定》确定
为第二个立法项目。

为人大代表履职提供支持

在契合民意、贴近百姓方面，三沙
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建设“美丽三沙”

“幸福三沙”以及“百姓安全饮水”等问
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调研，深入岛礁基
层，对三沙的生态环境保护、渔民转业
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三沙特殊工作机制，让市人大常
委会、人大代表及选民之间的联系比
较困难。4年多来，三沙市人大常委
会利用驻岛值班的时间，深入一线岛
礁，走访代表和选民，征求意见建议，

帮助协调解决代表和群众在生产生活
中的困难和问题。

4年多来，三沙市人大代表们深
入了解市情民意，积极反映群众呼
声，积极献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
35件。三沙市人大常委会也加大了
建议跟踪督办力度，对群众普遍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筛选出重点建
议，实行重点督办，建议答复率
100%，满意率达 90%以上。同时，
三沙市人大常委会还通过深入基层
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研究，会
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三沙市的全
国和省人大代表研究准备高质量的
代表建议。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人大代表赴
岛礁开展集中视察或专题调研活动，
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李锋介绍说，
听取政府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实地视
察有关项目和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
代表们对三沙基层政权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民生工作、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提出了诸多良策。

（本报永兴岛11月21日电）

三沙市首届人大常委会积极保障政权建设、表达百姓心声

为了那片神圣的蔚蓝

省作协理事创作诗歌
赞三沙之绿

本报永兴岛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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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诗歌征集活动仍在继续。本周，海南省作协
理事、海南诗社副社长、海南省散文诗学会副会
长王辉俊创作诗歌《绿意三沙》，赞美三沙之美。

本次诗歌征集，主题为“诗赞三沙”，要求语
言清新明快，内容要积极向上。参赛作品需注
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联系电话等。征集结
束后，主办方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参赛作品评奖，
并对获奖作品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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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诗歌”字样。邮箱：sssg2016@163.
com。

绿意三沙
■ 王辉俊

海之南，还要再南
带着一片绿意，一寸春心
亲近盐碱的海泥，最深沉的故土
亲吻滚烫的沙滩，燃烧的激情
骄阳酷暑何所惧怕
天生就有撑起炎荒半壁天的秉性
风吹雨打不会弯腰
骨骼里就有绿色对蓝色的坚贞与忠诚
向你报到！绿意三沙
我是东郊椰子树
我是西岸草海桐
我是渔村木麻黄
我是黎寨小叶榕
我是鹿回头三角梅
我是日月湾抗风桐……
海之南，还要再南
蓝色乡土生长起一道绿色长城

国开行向三沙市
提供1亿贷款
助力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永兴岛11月21日电（记者刘操）今
天上午，国家开发银行与三沙市人民政府规划
贷款合同签字仪式在三沙市永兴岛举行。

据了解，本次签订的规划合同贷款主要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金额1亿元，这是三沙与
金融机构的首单贷款业务，对完善三沙投融资
平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今后三沙与各金融
机构开展更大范围的融资合作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国开行从服务国家南海战略，支持
三沙建设发展大局出发，主动与三沙市政府对
接，率先与三沙市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发挥
开发性金融规划先行优势，提供“融资、融智”服
务，为三沙建设发展出谋划策，作出重要贡献。

三沙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沙始终高
度重视与金融机构合作，将加强金融领域的开
发与合作，进一步保障三沙的社会发展需求。

绿岛蓝湾似天堂
本报永兴岛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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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岛蓝湾似天堂》，作
者是高鹏，作品拍摄地点为三沙北沙洲岛礁。

高鹏在来信中说，自己乘坐冲锋舟前往三
沙北沙洲岛礁上岛工作，眼前的一幕让人十分
震撼：近处，是被一片蔚蓝的植被覆盖的海岛，
远处，是碧蓝的天空和蔚蓝的大海以及点点渔
船，海天一色，颇为震撼。“三沙的景色一天比一
天美，我们可以随处享受美好时光。”

此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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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半，对于历史长河不过是弹
指一挥，但对三沙而言，却意味着一
座新兴城市的发展和变迁。作为此
次展出的重要部分，“华彩巨变”部
分以较大的篇幅展现了三沙市设市
以来在政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环保、军民融合式发展等方面的
变化。

“三沙四年多的变化令人震惊！”
“三沙变化太大了，希望越来越
好”……留言簿上，观众们不吝赞美
之词，既是对展览的肯定，也是对三
沙建设发展成就的赞誉。“三沙有了

海水淡化设备、还有了蔬菜，我觉得
很棒，以后有机会想去那边工作。”北
京邮电大学学生朱慧琪表示。

一幅幅图片，不仅生动讲述了三
沙的变化，还形象阐释了三沙人“不
怕条件艰苦、不怕情况复杂、不怕前
无先例”的精神。

“这张图片反映的是三沙独特的
纤夫式搬运树木场景。”听完解说人
员对这张名为《南海纤夫》照片的介
绍，许多观众被三沙人守岛建岛的艰
难以及三沙人“愚公移山”般的精神
所感动。

北京的摄影爱好者宋阳看着三
沙军民在岛礁上辛勤工作的图片不
禁赞叹：“非常敬佩在三沙岛礁上工
作的人，他们皮肤晒得那么黑，真的
不容易，令人感动，这里的每一点建
筑材料、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来之
不易。”宋阳也希望，未来能够前往三
沙的岛礁，也用镜头记录下在三沙辛
勤工作的人们。

一张图片讲述一个故事，一个故
事展示一份成就，一份成就凝聚一
段历史。此次展览中的每一张图片
都得到了首都观众的赞美。“太美了，

这里是拍摄潜水镜头的胜地。”在图
片展板前，网剧《夏至之时》的导演王
草草认真地观看每一张照片，手里的
相机也不停地记录着。

一张三沙发现世界最深海洋蓝
洞的图片，引起王草草极大兴趣，“永
乐龙洞太美了，不愧是南海之眼。”王
草草惊叹，三沙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地
理特色，他十分看好三沙的旅游前
景。他希望能进一步挖掘三沙的自
然浪漫的海岛文化，融入到节目创作
中。“三沙有许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不
虚此行。”王草草说。

“美丽三沙 华彩巨变”三沙市建设发展图片展首都受热捧

光影传情 致敬三沙

永兴学校
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

11月13日，三沙市永兴岛，培训
老师在开展书法培训。

根据三沙市2016年职业教育培
训的要求，永兴岛下半年继续教育培
训课程在三沙市永兴学校开课。据
主办方介绍，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实
用性强，切切实实考虑到了军民文化
生活的需求，有效丰富军民精神文明
建设。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三天，一共
开设十门课程，分别为篮球裁判技能
培训，足球技能培训，羽毛球技能培
训，乒乓球技能培训，交际舞培训，硬
笔书法培训，心理调试及危机干预培
训，普通话等级培训，军警复员就业指
导培训，军旅歌曲交流与提高。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彭子娥

11月11日上午，“美丽三沙 华
彩巨变”三沙市建设发展图片展在北
京王府井步行街静静开幕，“三沙1
号”交通补给船运行、海水淡化设备
投产、永兴学校，医院建成等一幅幅
影像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展出，每
一张图片都得到了首都观众的赞美
和感动。

在短短10天时间里，前来观展的
人数突破100万人次。满头银发的
老者、意气风发的青年、天真烂漫的
孩子……从首都四面八方前来参观
的人们年龄不同、职业各异，但对三
沙满怀着同样的向往与崇敬。

在北京寒冷的空气中，参观展览
的人流络绎不绝。图片展既引发了
人们对美丽三沙的无限向往，也勾起
了人们浓浓的爱国情。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莫培弘是
一名军事爱好者，他从中学开始就十
分关注南海的局势。“三沙今昔对比
真的非常震撼。从这些对比中可以
看出国家对三沙建设的全力支持，以
及国家对我国海洋国土主权的坚定
捍卫。”他表示，“我对三沙，对国家，
感到骄傲和自豪。”

展览现场，来自中国农科院附

属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学生，随着讲
解员的脚步，认真地听着讲解、做着
记录，孩子们最近被选中参加“国家
海洋安全论坛”，听闻三沙图展在北
京举办，同学和家长们自发组织前
来观展，学习和收集资料。他们表
示，能把当天所学的知识用到“国家
海洋安全论坛“中。

“我们刚好有一个关于海洋国土
的课题，因此我们想做成一期广播
节目，在校园、公众号以及喜马拉雅
电台进行投放。”北京现代音乐学
院播音专业大三学生邵若澜告诉记

者，三沙设市之后，她一直关注三沙
的点点滴滴，对三沙充满好奇和向
往，此次听说三沙建设发展图片展
来到了北京，她要抓住此次难得的
机会，把参观三沙建设发展图片展
作为自己的教科实践。

在展览期间，来自首都的十多家
主流媒体纷纷聚焦北京王府井展出
的三沙建设发展图片展，他们将镜头
和文字更多地放在了三沙风貌和巨
大变化。在重温三沙历史变迁的同
时，记者们也越发为三沙人一路劈波
斩浪、不畏艰难的爱国情怀所振奋，

为三沙精气神点赞。
海疆伴人生，甘苦寸心知。通过

此次图片展，记者们深刻感受到，三
沙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有一段鲜为
人知的动人故事，每一个灯火通明的
不眠之夜，都有一支名为“奉献”的进
行曲无声地奏响。他们表示，作为媒
体人应加大对三沙的宣传力度，让更
多的人了解三沙美，读懂三沙苦，为
守岛、护岛、建岛的军警民点赞。

图片展虽已落下帷幕，但展览
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在不断延伸
和扩大。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一次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场令人震撼的巨变

一位老先生观展。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绿岛蓝湾似天堂。 高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