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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继9月12日海军海口舰先进事
迹报告团首次来海南作报告后，应海
南省委邀请，9月28日至30日，报告
团成员又一次来到海南。这一次，他
们将前往海南大学、儋州和三亚连续
作3场报告，把海口舰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讲给更多大学生和基层党
员干部听，传递这艘“英雄舰”赤胆忠
诚、聚力强军和勇创第一的精神内
涵。

9月 28 日 9时许，来自海南大
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海南
政法职业学院、海口经济学院、琼台
师范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
工商职业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电视
广播大学等10余所院校的近千名师
生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翘首以待，
准备聆听海口舰官兵忠诚捍卫万里
海疆的热血报告。

报告会以“忠诚捍卫万里海疆的
深蓝利剑”为主题，海军某驱逐舰支
队政委胡姣明、海口舰舰长樊继功、
海口舰情电部门实习副教导员王柯
鳗、海口舰机电部门柴油机班长王
东、海口市民政局干部任菲5人，结
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别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海口
舰组建10多年来，全舰官兵在习近
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矢志强军、聚
焦打赢、走向深蓝的先进事迹和可贵
精神，报告会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

“震撼！震撼！震撼！”听完报告
后，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博士生高
豫连声赞叹说，如果不是现场聆听，
她以为自己只能在影视剧中看到那
些海上维权和大洋亮剑的惊险故事，

“艺术源于生活。这场报告会让我对
海口舰、对海军有了更多了解，我们
又是在海口聆听海口舰的故事，更有
纪念意义。”她说。

海口舰舰长从普通的学员成长
为一名新型导弹驱逐舰舰长，他的
付出和努力给了高豫很多启迪，“我
不禁想到了自己的读博生涯，人只
有不断学习，有新的技能傍身，才能
取得更大进步。”她说，作为一名专
攻热带农业的博士，未来的路还很
长，不管到何时，她都要用认真学习
来武装自己，成为真正为热带农业
发展作出贡献的新农人。

听了报告会，“女兵仗剑闯大洋”
的故事点燃了观众席中许多女孩的
雄心壮志。“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
就要像王柯鳗那样，善于学习、乐于
学习，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有坚定的
信念和不怕吃苦的韧劲儿；在追逐梦
想的路上，心中有柔情，也要有对家
国的大爱。”同很多大学生一样，海南
师范大学学生邹书泓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要以海口舰官兵为榜样，努力成
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女兵不输男兵的豪情同样感染

着许多男同学。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学生廖文杰说自己就被女兵主动请
求护航的气魄吸引了，“报告人有句
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哪有什么岁
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这艘英雄战舰上的英雄水兵，就是为
我们负重前行的人。”他说。

得知要来听海口舰先进事迹报
告会，廖文杰和同学们早早就在网
上查阅资料，“哪里有人民利益需要
保护，哪里就有中国海军。海口舰
聚集了我国多项军事高新技术，国
之重器彰显的是中国实力！”廖文杰
说大家都觉得太自豪了，即便无缘
成为一名军人，也要像海口舰官兵
一样，认真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等
到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真正做一
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本场报告会由省委宣传部、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大学协
办。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海口舰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全省高校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我们把海口舰官兵视作榜样”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9月28日上午，阿里巴巴旗下

“新零售标杆”——盒马鲜生国贸店正
式开门迎客。从决定设立到正式开业
仅用了6个月，盒马CEO特别助理唐
焱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口速度’。”

盒马鲜生国贸店位于海口海航国
际广场。据海口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是海口百日大招商项目之一。
今年3月28日，海口市商务局开始对接
盒马鲜生华南区发展部，协调帮助盒马
鲜生在海口首家店的选址工作；4月12
日上午，海口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陪同
盒马鲜生华南区发展部资深经理实地
考察了海航商业广场、椰海家园、南亚

广场、金棕榈及生生国际等商业综合
体，详细了解了各大商业综合体的招商
情况、业态布局及运营情况；今年7月，
盒马鲜生与海航商业广场正式签署合
作协议，开始店面装修工作。

“在店铺筹备期间，海口市政府及
市商务局多次牵头协调，帮我们解决
绿化移植、玻璃幕墙拆除、增设墙体宣
传、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等多方面的
问题。”唐焱举例说，盒马鲜生开业前，
需要办理消防、装修许可、卫生许可、
营业执照等20多个证件，在海口仅用
了1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办妥了；为了
让盒马鲜生尽快在海口落地，海口市
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专门建立了工作微
信群，以畅通沟通渠道、简化工作流

程。店铺消防手续办理曾出现问题，
在微信群中反映后，相关部门立即组
织沟通，一个小时内就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这6个月的时间
里，就有3个台风影响到海南，导致很
多物资无法运到岛内。恢复通航后，
海口市相关部门马上协助盒马鲜生华
南区发展部协调相关事宜。“我们充分
感受到了海口为优化营商环境做出的
努力。”唐焱说。

选择进驻海南市场，盒马鲜生也
是看中了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给海南带来的巨
大发展机遇。未来盒马将组建一支常
驻海南的直采团队，将海南特色海产
品、农产品销售到全国。

从决定设立到正式开业仅用了6个月

盒马鲜生点赞“海口速度”
严重违纪违法

省农信社原党委书记
吴伟雄被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遇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黄志喜）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吴伟雄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吴伟雄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订立攻守
同盟，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长期违规乘坐飞机头等舱、商务舱；违反
组织纪律，瞒报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干预省农信社
系统人事招聘和录用工作；违反廉洁纪律，利用权
力安排亲属“吃空饷”，违规买卖业务管辖范围内
上市公司股票，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经营活动谋
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吴伟雄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对
党不忠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私欲膨
胀，为了退休后过上奢靡生活，挖空心思规避法律
法规，为所欲为，甚至顶风违纪违法，把公权力和
影响力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且违纪违法事实主
要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
手、不知止，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吴伟雄开除党籍处分，取
消其退休待遇；追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
案移送。

兴业银行陵水支行开业
本报椰林9月2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9月28日，兴业银行陵水支行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开业，标志着该县实现了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网点零的突破。

据介绍，兴业银行陵水支行为我省首家县域
综合性支行，将重点为政府重点投资项目、企业授
信融资和结算服务、个人理财等提供综合性金融
服务，同时还将发展智慧社区、智慧校园、智慧物
业等互联网金融服务。

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兴业银行陵水支
行密切银政、银企合作，紧密围绕该县发展战略，
全方位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县域
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开业仪式上，兴业银行陵水支行还与海南国
际旅游岛开发有限公司、陵水城乡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天宇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美裕营销有限公司
等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盒马鲜生店铺落户海口，从决
定设立到正式开业只用6个月时间”，
反映了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为企
业服务取得的成效。

企业落户与否及开设速度的快
慢，往往是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
坏的见证。食品行业除了需要办理
营业执照、消防装修等证照外，还有
卫生方面的许可，因此证照齐全视为
企业准入的第一道门槛。地方政府
提高准入便利化程度，即对营商环境
有了第一步改善。

而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激
发市场活力，是当前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重要课题。盒马鲜生此时进
驻海南，看中的是营商环境和当下
机遇。

营商环境就是企业的生产环
境 。 盒 马 鲜 生 快 速 落 户 海 口 ，让
我们看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在营商
方面确实下了真功夫。期待各方
共 同 努 力 ，让 企 业 进 得 来 ，留 得
住，发展得好。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东方市依法拆除
4家违法违规砖厂
腾退土地共60余亩

本报八所9月28日电（记者张
惠宁）近日，为切实将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到位，东方市对 4家
不符合土地总体规划的砖厂进行拆
除，坚决严厉打击砖厂违法违规建
设行为。

9 月 27 日，东方市副市长张裕
辉带队，组织东方市国土局、市工科
信局、市环保局、市林业局、市公安
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新龙镇政府
等十几家单位80余人，并请专业拆
除公司，出动一批拆除机械，对新龙
镇日升砖厂和福久福华砖厂2家不
符合东方市土地总体规划，占地面
积共33.28亩的砖厂进行拆除；9月
28日，东方市再对城东永福砖厂和
长康砖厂 2 家不符合土地总体规
划，占地面积共32.55亩的砖厂进行
拆除。

定安精品旅游线路

序号
1
2
3
4
5
6
7

日期
1日

1日-3日

1日—5日
1日—7日

时间
08:00-08:10
10:00-11:00
09:00-12:00
10:30-11:30
09:00-12:00
09:00-18:00
10:30-11:30

内容
①挂升国旗
②祈福仪式
③祝福墙
④太极课堂
⑤竹竿舞表演
⑥促销活动
⑦体验手搓香

地点
南门广场
玉蟾阁
游客入口
南宗宗坛广场
南门广场
售票处
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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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国庆黄金周旅游攻略·定安篇

呼吸自然气息 体味田园趣味 品尝乡野美食

“十一”邀您来定安 享受静美时光
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形容定安，

你会想到什么？田园？古韵？美食？
这里史脉悠远、人文荟萃，这里风光旖
旎、如诗如画，这里交通便捷、百姓安
居乐业……“十一”小长假，不妨来定
安，享受一段静美时光。

自古以来，定安就是一个物阜民丰
的地方。定安拥有优美的自然资源，空
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一级以上水平、
全县富硒土壤面积达596.64平方公里，
占全县土壤面积的50%；静美如诗的国
家湿地公园南丽湖、“百里百村”绿野仙
踪，被授予“中国热带火山冷泉之乡”，
南渡江等江河水质达国家一类标准，全
县森林覆盖率为58.75%。

车行定安，平坦宽敞的公路一路延
伸，经过成熟的稻田，在清风吹拂下，金
黄色的稻花如浪潮涌动，一波一波摇
醉游人的心。参天的大树守候在道路
两旁，茁壮生长的枝桠撑开绿色的大
伞，为游人遮蔽阳光，撒下点点光斑。

现在，定安县积极部署“百镇千
村”工作，推进全域旅游建设，统筹谋
划全县景点景区、风情小镇、美丽乡村
旅游资源，打造休闲康体旅游、红色旅
游示范点……漫步定安，游客在这里
呼吸自然气息，体味田园趣味，品尝当
地美食，在如画田园中收获闲情逸致。

“我们来这玩，不仅能采摘、垂钓，
还能逛茶园、烘茶叶，找回儿时的乡愁

回忆。”海口市民王祥常在周末驱车来
黄竹的乡村理想农庄度假，更吸引他
的是，定安的美食丰富：定安粽子、定
安黑猪、新竹鹅……此外，在黄竹，游
客们还能到包蜜园生态农庄，骑马、踢
足球，享受运动趣味。

独木成林的古榕，占地8.6亩，连
接地面的大小树干多达300枝，在翰
林镇“亚洲榕树王”下，独木成林的蔚

然景观，湿滑的石阶小路，富氧的空
气，这片绿色世界让人赞叹不已。

除却令人陶醉的天赐风光，定安
更是一块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的
祥和宝地。

人们都说，定安多才子，明清科举
时代海南唯一探花郎张岳崧、93名举
人、两对父子进士，定安文化在海南版
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浓墨一笔；母瑞

山在琼崖革命最低潮的时候两度保存
革命火种，谱写了一曲“山不藏人人藏
人”的赞歌，写下海南23年红旗不倒
的红色传奇；道教南宗宗坛文笔峰，自
古被视为“龙首龟背”的风水宝地，也
是中国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传说中的
羽化升仙地……

“定安还有海南现存唯一较完好
的县治城垣。”定安县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始建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
的定安古城，如今已没有人流货流涌
动的繁华景象，城门前的北门古道经
过几百年人来人往，青石板被脚步打
磨光亮，行走在古城内的街市，南洋骑
楼沿街铺设，理发铺、家具坊、神龛雕
刻场渐次展开，失去繁华的古城,依旧
渗出浓浓的文化味道。

（本版撰文/段誉）

问道养生之旅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南丽

湖国家湿地公园→乡村理想观光农
庄→黄竹白塘美丽乡村→彩虹农场
→包蜜园生态农庄→万嘉热带植物
园

访古寻幽之旅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高林村→

尚书故里·龙梅村→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定城镇（古代县衙→古城墙→
古城门→江南水乡·高龙村→海南
热带飞禽世界·见龙塔→天九美食
城文化广场）

瞻红踏青之旅
百里百村：龙门久温塘冷泉→

龙门龙拔塘驿站→岭口皇坡村→翰
林章塘村→ 母瑞山红色旅游景区

趣野耕读之旅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文笔

峰盘古文化旅游区→海南娘艺巧
酸菜厂/龙湖南科食用菌公司→
高林村

文笔峰景区活动推荐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为表达对伟大祖国

的良好祝愿，文笔峰将在“十一”国庆旅游黄金周期间开展以
下活动，与游客共享国庆喜悦，带动景区消费。具体如下：

定安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绿意盎然，泛舟其中美景如画。 高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