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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吴宛
曼）砗磲是热带珊瑚岛礁重要的造礁、护礁生物。位于
三亚的中国科学院深海与工程研究所承担了海南省重
大科技项目“南海几种珍稀特色动物资源开发利用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对砗磲人工繁育技术展开研究。
主要研究团队花费两年时间攻克了长砗磲的幼虫植入
虫黄藻、稚贝培养等关键技术，日前已经成功培育稚贝。

长砗磲是砗磲的一种。在中科院深海所的培养池
内，记者看到，一个个长约3毫米的砗磲稚贝正附着在
培养池内珊瑚石或池壁上。换水、充气、清理脏物……
中科院深海所研究员张海滨及其团队正在细心地做好
长砗磲人工繁育工作的每一步。

“长砗磲人工繁殖工作得从春季开始，一个多月就
能繁殖出稚贝。”团队骨干刘合露博士说。经过摸索实
验，他们已培育出了2万多个稚贝，目前正在进行稚贝
到幼贝的培育。

张海滨介绍说，长砗磲的生长阶段包括受精卵、幼
虫、稚贝、幼贝和成体。一个长砗磲的成体约20到30
厘米，“当长砗磲的幼贝被成功培育到了1至2厘米时，
我们就会把它们放生到砗磲数量较少的海域，让其自我
繁殖，希望能恢复砗磲种群自然资源，而砗磲资源的恢
复对重建岛礁生态系统及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深海所
成功培育长砗磲稚贝
有助于恢复砗磲种群自然资源

本报讯 7月29日晚10时30分，旅游卫视将重播
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三集《人民民主
新境界》。

《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三集
今晚旅游卫视重播

约3毫米的长砗磲稚贝附着在珊瑚石上。
（中科院深海与工程研究所供图）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叶媛媛 实习生陈子
仪）记者今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2017年秋季海口
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网上入学登记将于7月29日启
动，至8月6日结束。新生家长需在此时间内登录海
口市教育局网站（http：//www.hkjy.cn）进行申请。
网上申请时间先后不影响入学申请，请家长合理安排
网上申请时间，避开网络使用高峰期。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家长进行网上申
请时，需要先打开海口市教育局门户网站，依次点击

“小学、初中新生入学申请登记”“初次申请登记入口”
按钮开始登记；下一步选择入口时，家长需根据新生户
籍性质，选择升学类型及入口，本市户籍进入“本市户
籍入口”；接下来家长需按照内容要求依次填写资料，
并点击“下一步”按钮继续；当家长仔细核对所填写的
资料确认无误后，勾选“我确认上述的个人资料真实准
确！我明白如提供的资料不真实准确，将导致登记失
败”，点击“确认并提交”完成登记。若过程中信息填写
有错，可随时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进行修改。

海口小学初中新生入学
网上登记申请学位今启动

本报柬埔寨暹粒 7月 28 日电
（记者计思佳）骤雨初歇，阳光明媚。
当地时间7月28日下午3时30分，
在中柬两国国歌声中，“中国海南·柬
埔寨光明行”第四次行动启动仪式在
柬埔寨暹粒省医院举行。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发贺信，预
祝本次义诊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柬
中友好协会主席艾森沃出席仪式并
致辞。

出席今天仪式的还有暹粒省副
省长宋利哈、柬中友好协会副主席
张云峰、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负
责人等。

2016年 9月，海南省派出医疗

队首次在柬埔寨实施“中国海南·柬
埔寨光明行”义诊，为当地白内障患
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并于当年10
月和2017年1月在柬埔寨继续实施

“光明行”义诊。前后三次义诊共筛
查病患1762人，实施白内障复明手
术371例，手术成功率为100%。

参加启动仪式的部分嘉宾为11
位手术后的患者揭纱，共同见证他们
重见光明的激动时刻。

刘赐贵在贺信中说，暹粒省是柬
埔寨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与海南省在
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
相似及互补之处。去年8月，两省在

海南签署了缔结友好省关系意向
书。“光明行”义诊是海南践行习近平
主席“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重
大举措，丰富了海南与柬埔寨地方合
作的内涵，为柬埔寨普通民众带来了
光明，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夯实
了两国传统友谊。

艾森沃在致辞中，对海南医疗队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他
说，对于白内障病人而言，重见光明是
他们最盼望的事。感谢中国海南省人
民对柬埔寨人民的深情帮助，4次选派
治疗白内障的专业医生到柬埔寨为患
者进行免费治疗。 下转A02版▶

“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第四次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中柬光明之歌再响暹粒
刘赐贵发贺信 艾森沃致辞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吴晶 胡浩）热血和奉献谱写壮丽史
诗，忠诚和信仰铸就光辉征程。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晚
会《在党的旗帜下》28日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3000多
名各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庄严辉
煌，二楼眺台悬挂着横幅：“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党在
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舞台中央，
绚烂的霞光映照着雄伟的长城，战士
们高擎旗帜、奋力前行的群像栩栩如
生。舞台两侧，挺拔的柱石托举起熠
熠闪光的八一勋章，“1927－2017”的
红色字样寓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90
年栉风沐雨的历程。

19时55分，欢快的迎宾曲响起，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步入大礼堂，与老
战士、老同志代表和“八一勋章”获得
者亲切握手，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
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

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
量……”铿锵有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拉开晚会序幕，唱响不变的军魂、
强军的梦想。

90年峥嵘岁月，90年砥砺前行。
晚会通过四个篇章讲述了人民军队在
党的旗帜指引下，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情景合唱《国际歌》揭开了第一篇
章《立魂·红色军队奠基》，领唱、合唱
与情景表演《八一起义》《西江月·井
冈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理
想高于天·大会师》等再现了年轻的
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坚强站起，
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革命之路。第二篇章《浴血·
背负民族希望》中，情景合唱《怒吼
吧，黄河》、情景舞蹈《八女投江》、领
唱、合唱与情景表演《延安颂·到敌人
后方去》《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
上》《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
将人们带回到烽火硝烟的年代，人民
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历经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淬炼，为实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业
绩。第三篇章《奉献·筑就钢铁长城》
中，《我是一个兵》《上甘岭·我的祖
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你是我的父
母我是你的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描
绘了新中国成立后，军民团结、众志
成城的精神风貌。 下转A02版▶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文艺晚会《在党的旗帜下》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出席观看

7月28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晚会《在党的旗帜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
都3000多名各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温馨提示
7月29日-8月6日 2017年海口秋季新生入

学登记申请学位
8月5日-8月13日 家长提交入学登记纸质

材料
8月12日-8月20日 学校实地核查
8月21日-8月23日 学校复核确认入学新生

名单
8月30日-31日 新生报名注册
农村镇中小学报名办法跟往年相同，不需要在

网上登记，8月28日-31日直接到学校报名注册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
九大”专题研讨班精神。刘赐贵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四个
意识”，认真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毛超峰、王瑞
连、张琦、胡光辉、蓝佛安、肖杰、严朝
君出席，省政协主席于迅，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许俊、林北川，副省长李
国梁、王路、何西庆，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董治良、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
志鸿列席。

会议指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
阐述了5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
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
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提出了
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判断、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思想
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刘赐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
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起来，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和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动的重
要内容，深化对讲话重大政治意义、
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的认识，深化对
讲话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
的认识，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明确
方向、指导实践。要把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落实省第七次
党代会精神相结合，加快建设美好新
海南，以实际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全面从
严治党，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
领导力、号召力，市县委书记和厅局

党组书记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抓
好班子、带好队伍，树立正确用人导
向，认识好干部、培养好干部、重用好
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
大干部监督力度，多教育、多提醒，抓
早抓小，抓严抓实。

结合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刘赐贵就抓好当前几项重点
工作进行了部署。他强调，一要加快
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研判，确保完
成今年各项经济指标任务。二要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建立责任清单，确保生
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坏。三要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海南与
沿线国家和地区邮轮、航空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用好59国免签政策
和离岛免税政策，充分挖掘黎族苗
族、宗教和饮食等特色文化，提升美

丽乡村民宿服务水准，完善“五网”基
础设施，用好互联网、大数据，打响平
安、生态、健康长寿、宜居宜游宜业的
海南品牌，不断提升海南的国际化水
平。

沈晓明指出，要深刻认识理解习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涵，特别是要
深刻理解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
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等三个方面内
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
神上来。要结合海南实际创造性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和守好祖国南大
门两大课题，结合百日大研讨大行动
活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进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沈晓明李军出席 于迅列席

我省举行超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
演练，出动直升机、50辆消防车等

瞄准高难度
精准大营救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时代楷
模光耀强军征程，至高荣誉彰显卓越
功勋。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和
授予荣誉称号仪式28日在京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
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
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八一大楼仪式现场，官兵代表整

齐列队，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时，
18名礼兵正步入场，持枪伫立两侧，
授勋授称仪式开始，全场齐声高唱国
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范长龙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中
央军委关于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
誉称号的命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仪式。

麦贤得、马伟明、李中华、王忠

心、景海鹏、程开甲、韦昌进、王刚、冷
鹏飞、印春荣等获得“八一勋章”的同
志依次上前，习近平为他们佩挂勋
章、颁发证书，同他们亲切握手、合影
留念。

随后，习近平向获得“学习践行
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的陆
军某部装甲步兵3连颁授奖旗。

下转A02版▶

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
颁授勋章和证书

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