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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据新华社“决心”号2月8日电
（记者张建松）8日，来自中国、美国、
法国、意大利、挪威、日本、印度等国
家的33名科学家，在香港的招商局
码头登上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
船，即将奔赴南海执行国际大洋发
现计划（IODP）367航次任务，探寻
地球海陆变迁之谜。这也标志着我
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
探正式拉开序幕。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包括国际
大洋发现计划（IODP）367和368两
个航次，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66名
科学家参加，时间长达四个月。

始于1968年的国际大洋钻探，
是世界地球和海洋科学领域规模最
大、历时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
国际科学合作计划，也是引领当代
国际深海探索的重要科技平台。我
国于1998年加入该计划以来，以南

海为重点，先后设计和主导了两次
南海大洋钻探。

在前两次南海大洋钻探的基础
上，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将聚集于南
海扩张之前的大陆破裂，回答“为什
么陆地会变为海洋”的科学问题，揭
示南海的成因，检验国际上以大西洋
为蓝本的“大陆破裂”理论，揭示“海
洋盆地怎样形成”的科学之谜。

（相关报道见B01版）

我国科学家主导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探寻地球海陆变迁之谜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每周三，这一寻常日子对于三
亚学院的学生志愿者来说，却具有
特殊意味。这一天，是该校规定的
公休课时间，该校鸣鹰支教队、“蓝
丝带”三亚学院志愿者服务社等学
生社团组织的实践活动纷纷展开，
为三亚各地送去温暖正能量。

100%的新生志愿者注册率、15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间、3.5万人次

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去年以来，
三亚学院在开展校园志愿服务活动
方面成绩斐然，而这也仅是该校坚
持以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生教育过
程中的一个缩影。建校11年来，围
绕党中央、省委省政府所强调的“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部署，三亚学院坚持“以党建促
校建谋发展，办一所让党放心，让人
民满意的好大学”为方针，多措并举
助推党建工作在校园中激发新生活

力，成为我省民办高校教育发展中
的亮点。

思想引领
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气脉

2005年三亚学院创办初期的
艰苦岁月，至今仍令该校党委书记、
校长陆丹记忆犹新。

“十几个人租住在居民区中，6
个人一间房，白天房间是办公室，晚

上把铺盖一铺，就是教职工宿舍。”
陆丹介绍，每天下午4点创办团队
聚集开会，就党章、党史等内容进行
学习研讨，把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
用作为办学的第一驱动，以艰苦奋
斗、团结一心的精神引领思想，促使
办学工作的开展干劲十足。学校逐
步由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发展壮大，
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也流淌在
校园文化的血脉中。

下转A04版▶

三亚学院以党建引领校建谋发展，多措并举助思政工作贯穿教学之中

党旗指引方向 精神育心树人

美兰机场明起
可刷身份证直接登机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单憬岗）2月10日，
海口美兰机场国内候机楼将正式启用“一证通关”服
务，即无需办理托运行李的旅客，可直接凭着个人二
代身份证前往指定安检通道，一次性办理完值机、登
机牌打印和安检流程，无需再次前往人工值机柜台
或自助值机柜台办理，将大幅减少旅客在机场的排
队等候时间，助力旅客顺畅出行。

据悉，“一证通关”服务流程皆由工作人员操作，
旅客只需提供个人二代身份证即可。同时，办理“一
证通关”的旅客需在飞机起飞前1小时抵达安检柜
台办理相关手续，此时间安排不含安检通道排队时
间，需提前预留排队时间。

需要提醒旅客的是，有行李托运的旅客、带婴儿
或儿童的旅客、无身份证信息的旅客、无电子客票信
息的旅客、航空公司内部订座及候补票旅客、中转旅
客、头等舱及VIP旅客无法使用“一证通关”服务。

据悉，未来美兰机场“一证通关”服务将和自助
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自助签转、自助行李查询、自助
登机等服务联动，建设信息化智慧型机场，共同为旅
客提供舒心、顺畅的出行体验。

儋州蓝洋温泉
获世界纪录协会认可
评为“世界含氡量最大热氡泉”

本报那大2月8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冼贺 吴婧）记者今天从儋
州市海垦蓝洋农场有限公司获悉，蓝
洋温泉被世界纪录协会授予“世界上
含氡量最大的热氡泉”证书。

蓝洋温泉位于儋州市蓝洋农场地
热 田 ，实 时 监 测 平 均 含 氡 量 为
660BQ/L。据了解，氡（Rn）是一种惰
性气体，易溶于水，当地下水流经含铀
岩石时，含有氡气的水即成为氡泉。
氡在衰变过程中，不断放射出有生物
学作用的α、β、γ射线，对人体具有保
健养生作用。

2017年我省“春风行动”昨日启动

8000多岗位
助力就业脱贫

本报临城2月8日电（记者王培琳 刘袭 通讯
员郭传林）今天，2017年海南省“春风行动”启动仪
式暨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在临高县城举行。主会场
里，60多家企业提供了80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临
高和东方1000多名劳动力到场求职。

据悉，全省就业部门统筹协调、上下联动，在2
月8日至15日期间，各市县“同一主题、同一时段、
多点实施”，举办“春风行动”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现场将提供就业创业咨询、求职招聘、职业技能展
示、跨省劳务输出对接等服务。

今天的专场招聘会设有信息搜集区、广东劳务
输出区、职业技能展示区、就业政策服务区等等，其
中广东劳务输出区和职业技能展示区是今年首次设
立，引起求职者的极大关注。据了解，自去年12月
起，我省就业部门便与广东省海南务工人员服务协
会签订劳务输出框架协议，建立对粤劳务输出长效
机制。在我省“春风行动”系列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中，珠三角的企业将携大量就业岗位全程参与。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局长赵微告诉记者，农村劳
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是
关系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今年，我省
利用“春风行动”时机及早部署，周密策划，在全省组
织开展就业扶贫招聘服务专项活动，在精准对接上
下功夫、求实效，帮助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
者、特别是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增加工资性收
入，助力脱贫攻坚。

本次启动仪式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临高
县政府主办。 (相关报道见A02版)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一个人的工作年限有多长？在
我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有一群人打
破了年龄的界限，把为人民服务的时
间拉得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长。

成立于1992年的海南省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已经走过25个春
秋。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2万
多名全省各级关工委成员和3万多
名“五老”（老党员、老专家、老教师、
老战士、老模范）志愿者，为团结教育
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帮助他
们健康成长、树立正确价值观等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们之中，有离而不休，为关心
下一代工作呕心沥血、执着坚守的省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何如伟；有始终奋
斗在海洋保护工作一线，发起“海鸥
回归三亚行动”的三亚市关工委委员
罗九如……

虽然双鬓已经斑白，身躯开始佝
偻，但血管里奔腾的红色血液、胸怀
中孕育的赤子情怀依然滚烫，鼓舞他
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斑驳的墙体、老旧的桌椅、长了
锈斑的钢枪长矛……位于海口市解

放路竹林里131号的中共琼崖一大
旧址里，历史痕迹触手可及。

2016年6月16日，正值中共琼
崖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一大早，
省关工委、海口市关工委的“五老”就
与海口市青少年代表来到这里，向革
命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

鹤发老人与青年学子围坐一堂，
互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与追
求。老同志说，“无数仁人志士、英雄
豪杰，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造就了一
个崭新的中国。”青年人说，“我的心
被震撼了，不停问自己，我们该如何
继承革命先辈的精神财富？”

“以‘老少共话’活动学习和温习

党史国史是很好的形式。”如省关工
委主任陈玉益所说，青少年正处在塑
造品格、形成价值观、确立理想信念
的重要时期，要知党史、感党恩，知国
情、爱祖国，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因此，这些年来，全省各级关
工委坚持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先后
在全省广大青少年中开展了“学雷
锋、心向党、讲品德、见行动”“老少
共筑中国梦”等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特别是去年，老同志们以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共琼崖地方
组织成立90周年为契机，积极探索
创新党史国史教育形式，组织开展了

图片展、座谈会、知识竞赛等形式多
样的纪念活动。

那些革命先驱用鲜血写下的故
事，在他们看来，既是共产党员的革命
誓言，也是教育革命后代的不朽教材。

让失依少年有所依有未来

时隔多年，澄迈县关工委主任王
启强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加巨村村
民王雪莲时的场景：“孩子哭着说，‘求
爷爷帮帮我’，现在想起来就要流泪。”

王雪莲时年13岁，却只在一所
乡村小学读到三年级。她的父亲已
经病逝， 下转A02版▶

双鬓多年作雪 寸心至死如丹
——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25周年综述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彭青
林 周晓梦）今天上午，2017年全省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海口举行，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关于
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精神，部署2017年全省
安全生产工作。省长、省安委会主
任刘赐贵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刘赐贵代表省政府与市
县、部门和重点企业签订了2017年
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责任书。会议通
报了2016年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
况和2017年工作安排以及2016年

度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目标考核
结果。八所港务公司、海汽集团、省
住建厅分别就做好各自行业和领域
的安全生产工作作了表态发言。

刘赐贵指出，去年全省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特大事故，较
大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各类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实现了两位数的双下降，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省安全
生产还面临严峻的形势，去年仍发生
了各类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每一个
安全事故背后，都有一个受伤甚至陷
入困境的家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安全生产

摆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鲜明地提
出了安全发展的理念，强调安全生产
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要坚持

“以人为本”“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我们一定要坚决落实
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指示
和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系
列批示精神，坚守“发展决不能以
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红线，从
现在起对发生的每一起事故、每一
个人死亡都要逐一查清原因、明确
责任，对其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坚决查处，以实际行动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党的十九

大召开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和谐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刘赐贵就此提出六点具体要
求。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
生产面临的新形势。由省安委办牵
头对导致人员死亡事故逐一排查，
按照事故责任逐一整改问责，应予
查处而未查处的要追究有关部门责
任。二是要深化全省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深入研究存在的深层次
问题，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市
场等手段，提升全省安全生产治理
能力， 下转A05版▶

(相关报道见A05版)

2017年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2月8日，众多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游览。
春节长假过后，随着“错峰游”兴起，我省多地旅游热度不减，上演“黄金周续集”，各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节后“错峰游”火热

本报屯城 2月 8日电 （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今天下午，屯昌县
人民政府与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集公司”）共同举行大集食品
加工产业园项目用地颁证仪式。该县
向大集公司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并
签订动工协议，这意味着屯昌首个产
城融合项目成功落地。

据了解，屯昌县产城融合示范区
于2016年9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准，是我省唯一得到国家支持的产
城融合示范区。签约完成后，大集公
司将于2月9日举行动工仪式，开建投
资4.38亿元、占地248.5亩的大集食品
加工产业园。其中，第一期项目中央厨
房将在今年9月份前投产。

屯昌首个产城
融合项目落地

11岁女孩患重病，10多万医药费难筹
集，本报记者为其申领大病救助“跑腿”

驰援，为万宁重病女孩

春节期间我省发生10起“抢红包”诈骗案

抢到了微信红包
却被骗子骗了钱

诗心不死 情怀依旧
——从《中国诗词大会》看优秀

传统文化复兴

B06

让医疗“善政”
守护每一个人
■ 袁锋

万宁女孩小婷突患重病经济困
难，在微信朋友圈求助后，海南日报记
者联络有关部门，为她申领大病救助
报销。（见今日A08版）

大病求救的新闻，时有所闻。我们
在点赞众多爱心的同时，也在为众多患
者的消息“闭塞”感到遗憾。其实，当前
在大病救治方面，政府已经出台了许多

“善政”，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实
现全覆盖。但是许多群众由于对这些
政策、制度不了解、不熟悉，往往未能及
时进行申请求助，贻误了自身治疗。

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百姓自己
需要留心关注，有关部门也要开动脑
筋，创新形式和载体，将这些政策利好
广而告之，同时还要尽量简化补贴、救
助类程序，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只有
这样，才能让医疗“善政”守护每一个
人，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政府善政的
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