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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陈蔚
林）连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连续
推出“快闪”系列活动——新春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令海南观众惊喜的
是，2月5日播出的第3集取景于海
南省三沙市永兴岛，如诗的唱段、如
画的风景带着大家一同走进了南海
上的璀璨明珠——三沙。

“我们学校有部分师生参与了这
部‘快闪’作品的拍摄，大家感到非常
自豪。”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永兴学校
校长张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参与拍
摄的师生普遍表示，在永兴岛上唱响
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意义非凡。如

“快闪”中所展示，当前，永兴学校得
到长足发展，软硬件水平不断提升，
除了原有的幼儿部、小学部，还增设
了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函授教学点，让
驻岛军警民不仅能在岛上接受学前
教育、基础教育，还能通过该函授教
学点接受学历提升服务。

张勇很有信心：“可以说，经过这
几年的发展，永兴岛上的教学资源已
不亚于海南本岛，学生们不仅可以接
受琼台师范学院派出的优秀教师面
对面教学，还能通过‘同步课堂’等网
络教育系统共享海口、三亚乃至北
京、南京等教育发达地区的优质教育

资源，现在学校已经出现了生源回流
的良好趋势。”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温小平说：“这部‘快闪’作品用最简
单又最直接的方式向祖国献上了最深
情的祝福。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驻
岛军警民通过歌声， 下转A04版▶

扫码看“快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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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陈赛虎春节坚守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工地：

为了赶工期，家人能理解

央视“快闪”作品三沙永兴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掀起收视热潮

抒发家国情怀 祝福伟大祖国

■ 本报记者 郭萃

“老婆，咱女儿笑了！”在跟妻
子以及4个月大的女儿进行网络
视频通话时，陈赛虎兴奋得像个
孩子。

这是陈赛虎在海口过的第一
个春节。春节期间，他和90余名
工友一直坚守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二期项目工地，而他的妻子、孩
子和父母则远在江苏老家。

2月6日，大年初二，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工地上，春

节的喜庆气氛逐渐淡去，留下的
则是工人施工忙碌的身影。

上午10时30分，陈赛虎与往
常一样在工地巡查项目施工情况，
才一会儿，衣服就被汗水浸透。

2月5日7时到2月6日7时，
他一夜没有合眼：“昨天夜里巡查
了4次，巡查一次走3公里约1个
小时。”一晚上，陈赛虎微信步数
显示：1.5万多步。

6日白天，陈赛虎本应该休
息，但由于有几个降水井的水泵
问题还没解决，他不放心，于是又

来到工地。
“南区有两个水泵烧坏了，先

去拿两个新的装上，旧的拿去修，
不能耽误基坑降水。”陈赛虎对工
人说，“每天都要检查抽水管和水
泵有没有故障，还要经常检查抽
水情况，防止无水烧坏水泵，影响
降水效果。”

12时许，问题基本解决完，陈
赛虎回到食堂，吃午餐前他照例
拿出手机，拨通跟妻子的网络视
频电话。“刚回来，准备吃饭了，你
们吃饭没？”“爸妈的身体还好吧，

天气冷吗？我在这边挺好的。”通
过视频，陈赛虎看到刚煮熟的饺子
冒着热气，4个月大的女儿躺在小
床上挥舞着小手。“小宝贝，想爸爸
了没？跟爸爸笑一个！”他招着手
像个孩子一样逗女儿开心。

这是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春
节，也是陈赛虎离开家过的第一
个春节，为了缓解对家人的思念，
陈赛虎每天都会跟家里进行三四
次视频通话。“一有时间就想多看
看孩子。”他说，每天似乎都可以
看到孩子的变化。“刚来到工地时

女儿才两个多月，大部分时间都
在睡觉，现在4个月了，变得活泼
很多，小手还喜欢抓点小玩具。”

“不过，等我回去能抱抱女儿
的时候她应该会说话了，不知道
会不会最先学会叫‘爸爸’呢。”这
位被晒得黝黑的汉子有些哽咽。

“过春节谁不想回家呀，但
是，为了工期节点，即使春节期间
还是要抓紧施工。”陈赛虎说，“家
人都能理解。今年顺利完工后，明
年春节就能在家陪家人过年了。”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2月7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工程，工人师傅忙碌着。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国家《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外商在海南投资
将可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安蓓）记者日前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会同有
关方面开展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
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修订工作，并在合并两个目录
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介绍，《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征求意见稿）》
包括两部分：一是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是对现
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的修订，适用于各
省（区、市）的外商投资项目。二是中西部地区外商投
资优势产业目录，是对现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
产业目录》的修订，适用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及海
南省的外商投资。外商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及海
南省投资，享受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中西部
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相关政策。

春节黄金周过半

自驾游乡村游火爆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赵优）春节黄金周进

入第四天，广大市民游客出游热情依然高涨，我省自驾
游、乡村游火爆。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琼海沙美村、龙寿洋、南强
村和北仍村等乡村受游客喜爱。龙寿洋万亩田园及
200亩花海同时盛放，人潮涌动、场面火爆，游客感受
到了浓浓的农村春节气氛和乡土人情。万宁以散客自
驾周边游为主，东山岭文化旅游区迎来大批游客祈福，
兴隆热带植物园推出“门票优惠活动”和“扫码送红包”

“有奖问答”等金猪送好礼春节活动，引得众多国内外游
客纷沓而至，一片红红火火的热闹景象。文昌春光椰子
王国推出的工业旅游，文昌孔庙推出的新年祈福庙会活
动，长驰国际马术俱乐部推出的马术嘉年华，铜鼓岭景
区的“铜鼓迎春、登高祈福”，宋氏祖居的“春节老戏
台”，龙泉乡园的“新春砸金蛋”活动等也备受游客青
睐。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农家乐、民宿、露营受到热
捧，七仙岭度假区的山村客栈和三道镇的黎家民宿假
日期间客房几乎日日爆满，悠然帐篷营地假日期间推
出的体验活动亦人气高涨，游客尽情享受自然之趣。

全省乡村旅游点
接待游客25.44万人次，同比增长 11.3%
乡村旅游收入5216万元同比增长46.6%

2月7日

海口、三亚免税店及万宁首创奥特莱斯
购物总人数87000人次
同比增长29.28%
购物销售额10318万元，同比增长26.6%

全省旅游住宿设施
接待过夜游客149.57万人次

过夜游客旅游收入18.3亿元

A级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47.08万人次

门票收入2032万元

制图/孙发强

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名单公布

琼海博鳌一园区入选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2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文
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名单显示，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等100个单位被认定为首批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以下简称示范园），琼海博鳌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同时在列。这是海南唯
一入选的示范园。

国家有关部委要求，各地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政策协调和业务指导，加大对示范园的支持力
度。鼓励示范园所在县（市、区、旗、农场）或地市政府，以
示范园为重点，在不改变资金用途和管理要求的基础
上，统筹利用各项涉农资金支持示范园符合条件的项目
建设，完善示范园供水、供电、道路、通信等设施条件。
要对示范园用地在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安排上予以倾斜
支持，依法依规办理用地手续，鼓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依
法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等途径，多渠道保障示范园用
地。支持示范园入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优先申
报发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企业债券等。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张振汉）“没想到春节
也能办人才落户业务，还这么快，
太赞了。”2月7日，顺利办完人才
落户手续的李先生对海口市公安
局琼山分局办证中心的民警连声
道谢，并对海口警方春节期间推出

“不打烊”便民服务举措点赞。
今年36岁的李先生是四川

省成都市人，在海南一网络公司
工作，之前一直想把户口

落到海口，但因工作繁忙没能办
成。节前从媒体了解到春节期间
海口警方推出“不打烊”便民服务
举措，户政业务可照常办理后，李
先生2月6日晚上从成都老家飞回
海口，7日8时多就来到琼山分局办
证中心等候。办证中心民警在上班
后很快就办好了李先生的业务。

“民警的服务态度很好，办理
过程非常顺利，他们大过年的都
不休息，太辛苦了。”李先生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道。
“办证中心9时上班，我过来

的时候就看到李先生已经在门口
等着了，担心他着急就抓紧进行
了办理。”琼山分局办证中心民警
汤丽萍告诉记者，李先生走的是
人才落户程序，1月底提交的申
请，今天已顺利办结。

“今天琼山办证中心专门安
排了6名民警和4名辅警在岗，确
保有足够的警力为前来办理户

口、身份证等业务的市民服务。”
琼山分局办证中心值班副主任梁
宁告诉记者。

据悉，新春佳节期间，许多外
出务工、经商、求学人员陆续返乡
过节，外地到海口过年的游客也大
幅增加，为方便广大市民游客，海
口警方春节期间推出“不打烊”便
民服务举措，其中海口全市4个办
证中心从农历大年三十到初一（2
月4日至5日）安排专人值班接受

群众业务咨询和预约；从初二到初
六（2月6日至10日）开放综合窗
口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业务，时间为
9时至11时、15时至17时。

目前，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的
统一部署要求，海口全市4个办证
中心已正常办公。据统计，2月6
日至7日，4个办证中心已为群众
办理人才落户等各类户籍业务13
项，办理居民身份证9张，受理群
众业务咨询等50余人次。

全市4个办证中心正常办公

海口警方春节便民服务“不打烊”获点赞

2月7日，海口市滨海大道，志愿者和交警对“预约过海”
和“非预约过海”的车辆进行分流，确保琼州海峡过海畅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忙施工

春节期间，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的“南海救115”轮在
西沙海域开展海上值守，船上有22名船员坚守岗位。图为2
月4日，“南海救115”轮驶入永兴岛码头后靠岸停泊。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保平安

护畅通

“南海救115”轮的
新年值守

据新华社三沙 2 月 7 日电
（记者王海洲）春节期间，交通运
输部南海救助局的“南海救115”
轮在西沙海域开展海上值守，船
上有22名船员坚守岗位，在祖国
南海上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

年初二晚 6时，落日余晖透
过舷窗洒进“南海救115”轮的食
堂里，忙碌了一天的22名船员围
坐三桌，按海南当地大年初二的
习俗吃着简易版的“打边炉”（吃
火锅）。

“大家坚守岗位，不能回家过
年，我们就组织好海上的团圆饭，
救助船上也有年味。”“南海救
115”轮政委贾志刚说。

春节期间，“南海救115”轮的
船员们，除了全天值班待命外，还要
做好救援训练、船舶保养、安全检查
等日常工作，一样也不能放松。

“南海救115”轮轮机长裴继
文向记者介绍，该船2010年投入
使用，曾多次参与重大紧急救援
行动。“现在我们的搜救手段与技
术有了明显进步，拖拽、动力水平
比以前好，船舶的抗风等级越来
越高。有时在必要的紧急情况
下，我们还会出动直升机、配备专
业潜水员，开展空中、水面、水下
三位一体的立体救助行动。”

船长王文嵩说：“敬重生命，
建功碧海，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
是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关
键时刻冲得上去，救得下来，是我
们的职责使命。”

“干我们这一行，必须要有奉
献精神，每次救援成功看到被救
人员动情的面容，我们的自豪感
和成就感就油然而生。”贾志刚
说，“虽然今天有我们在一线值
守，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出动，但是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渔民船员和船
舶都能平安无事，安全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