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7 日，2019 年祭
祀袍隆扣大典在五指山市
水满乡黎峒文化园举行。
万余人齐聚一堂，共同祭
拜黎族始祖袍隆扣，祈愿
百姓幸福安康。图为祭祀
大典现场。

通讯员 吕光强 摄

祭祀袍隆扣
大典举行

（相关报道见A03—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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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主动服务中小企业

南海回响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考察海南走过的地方

■ 本报记者 孙婧 黄媛艳

“这一年我们更拼了！”近日，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
简称深海所）资深潜航员李保生和
三亚中科遥感研究所所长杨天梁都

难掩激动。
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深海所时，与李保生和杨天
梁等科研人员亲切交谈，并勉励海
南科研工作者：“我国是一个海洋大
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
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南

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
然场所，一定要把这个优势资源利
用好，加强创新协作，加快打造深海
研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
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全面发展。”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由深海所
牵头的规模宏大的中国科学院“深

海/深渊智能技术及海底原位科学
实验站”专项，从去年4月12日起酝
酿，仅用半年时间完成立项；第三次
万米深渊综合科考、西南印度洋热
液科考圆满完成，科考工作屡摘硕
果；海南卫星星座项目加快研制，并
将于今年内择机发射，夯实“一带一

路”商业航天合作基础……

探秘深海 志向深蓝

“深海勇士”号4500米载人潜
水器，被誉为我国挺进深海的“大国
重器”之一。作为驾驶它的潜航员
之一，李保生与其有着太多的故事。

去年4月12日，站在“深海勇
士”号载人潜水器前，李保生第一次
成为镜头的焦点。当天，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深海所工程实验室，在察
看各种深海深潜高技术装备并听取
汇报情况后，与“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总设计师和潜航员们交流。

“总书记对潜航员等一线科研
工作者很关心，询问了我们潜航员
的选拔流程、海下作业感受等。”李
保生说，自己真切感受到了国家对
于海洋科技的重视，更加意识到肩
上的责任，只能更拼！

最近一次的西南印度洋热液科
学考察（TS10航次）历时121天，其
中70多天的实际作业时间里，“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一共下潜62次。

“潜航员平均每次下潜8小时
以上，潜器回收甲板充电的4个小
时左右，我们就抓紧时间休息，然后
再继续下潜。”在这样的工作强度
下，李保生等潜航员们创造了我国
载人深潜的一系列新纪录：两天三
潜、四天六潜……并从印度洋海底3
个热液区，带回了大量海底热液活
动视像资料及丰富的热液流体和生
物样品等，为研究现代海底热液环
境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同样收获丰富的，还有历时54
天的第三次万米深渊综合科考
（TS09航次）任务。这次任务中，全
海深浮力材料、固态锂电池、镁海水
燃料电池、全海深陶瓷耐压舱高清
摄像系统等国产装备顺利通过马里
亚纳海沟的考验。 下转A02版▶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打造深海研发基地 加快发展深海科技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南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一定要把这个优势资源利
用好，加强创新协作，加快打造深海研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推动我国
海洋科技全面发展。 ——习近平

国家拨5800万元
支持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省发展改革委近日披露的
信息显示，国家日前拨款5800万元支持海南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下
达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专项2019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的通知》要求，2019年3月，省发改委会同省
水务厅转下达我省2019年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5800万元，用于主体工程建设等工作。

海南商品房销售许可
信息查询系统上线
购房人可通过有关网站查询房源信息

据新华社海口4月7日电（记者王存福）为避免出
现购房者买到虚假等不合规房源，海南省近期上线了商
品房销售许可信息查询系统，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根据海南省政府有关要求，近日，海南省住建厅整
合全省18个市县所有已取得预售许可证或现房备案
的商品房项目和房源信息，开发了海南省商品房销售
许可信息查询系统，并在海南省政府和省住建厅门户
网站的相关专栏进行发布。购房人可通过上述网站的

“海南省商品房销售许可信息查询”专栏查询到权威、
安全、可靠的房源信息。

省住建厅提醒购房人要到手续完善、合法合规的
项目购房，防止上当受骗和财产损失。

三亚今年增加经适房项目用地
继续紧缩普通商品房项目供地

本报三亚4月7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报记
者4月7日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该局公
布了《三亚市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以下
简称《计划》），今年三亚持续收紧普通商品房项目用地
的土地供应，大幅增加了经适房项目用地。

《计划》显示，2019年三亚计划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56宗365.87公顷。其中，住宅用地70.73公顷，占建设
用地供应总量的19.33%；商服用地135.69公顷，占建
设用地供应总量的37.09%；工矿仓储用地60.32公顷，
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16.49%；交通运输用地6.67公
顷，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1.8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90.48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24.73%；
特殊用地1.98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0.54%。

在三亚今年供应的住宅用地中，经适房项目用地
54.93公顷，公共租赁住房0.48公顷，限价商品房1.52
公顷，普通商品房项目用地13.80公顷，普通商品房项
目用地占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的3.77%。

据悉，三亚2018年经适房项目用地14.98公顷；
普通商品房项目用地46.72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计
划总量的12.10%。

码上读

扫一扫看《回访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考察海南走过的地方》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
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在财税金
融、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积极成效。同

时，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变化，中
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难
融资贵、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日
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指导意见》指出，要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主动服务中小企业，实行公平统一
的市场监管制度。要破解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政
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利用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减轻企业融资负
担，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要完
善财税支持政策。改进财税对小微

企业融资的支持，减轻中小企业税
费负担，完善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的政策，充分发挥各类基金的引
导带动作用。要提升创新发展能
力。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切实保护
知识产权，引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化服
务。要改进服务保障工作。完善公
共服务体系，推动信用信息共享，重
视培育企业家队伍，支持对外合作
与交流。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调。加强支持和统筹指导，加强工
作督导评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清明节期间
海南火灾形势平稳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钟坚）4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南消防总队获悉，4月5日0时至
7日12时，海南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全
面加强执勤备战，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提示，确保了全省
火灾形势平稳。

期间，全省共发生火灾20起，无
人员伤亡。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
处警90起，出动救援力量766人次、
车辆 155 辆次，抢救疏散被困人员
11人。

清明节期间，各地消防救援队伍
联合多个部门，加强对祭祀场所、文
物古建筑、旅游风景区、养老机构、医
疗机构、商场市场、宾馆饭店等场所
的消防安全检查，并加大检查频次和
力度，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据统
计，全省共派出消防安全检查组123
个，检查单位325余家，整改火灾隐
患503处。

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广泛开展清明
节防火宣传，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
体平台密集发布警示信息；在公墓、陵
园、寺庙等广泛张贴消防宣传标语，提
示文明祭扫、安全用火注意事项；各地
共开展“文明祭扫、平安清明”等主题
宣传活动179场次，发送消防提示短
信11万余条。

各地消防救援队伍还加强对集中
祭扫区、大型祭祀活动场所的演练，并
在祭祀重点场所、区域部署流动执勤
力量。

本报椰林4月7日电（记者况昌
勋 梁君穷）4月7日晚上，2019年海南
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主会场开
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举行。节前，省委副书记、省长沈
晓明深入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调
研，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黎族苗族
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王下乡地处霸王岭腹地，是海
南最偏远的黎族乡镇。4月6日，沈

晓明轻车简从，来到王下乡浪论村，
听取王下乡黎花里文旅小镇规划介
绍，实地查看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看
望慰问黎族干部群众，与村民话家
常、聊变化、谈未来。沈晓明祝黎族
乡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勉励大家
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通过辛勤
劳动把日子越过越好。

今年的“三月三”节庆活动以“爱
与感恩”为主题，主会场活动分别在

陵水和五指山市举行。五指山主会
场举行了祭祀袍隆扣大典，表达了黎
族群众对祖先的崇敬和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追求。在陵水举行的文艺晚
会分为“遇见·爱”“期待·爱”“感谢·
爱”“未来·爱”四个篇章，通过民族
特色歌舞、黎锦苗绣展示、沙画艺术、
民歌联唱等近20个节目，表现出黎
族苗族同胞对爱情和生活的质朴感
情，对家乡和祖国的赤子情怀。

节庆期间，陵水还举行旅游招商
推介活动、黎锦苗绣技艺展示及比
赛、竹竿舞大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农夫集市、美食集市等活动。
三亚、儋州、五指山、乐东、保亭、琼
中、昌江、白沙等市县黎族苗族群众
也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省领导肖杰、彭金辉、林北川、
苻彩香、马勇霞，老同志王亚保、符
桂花、林安彬等出席开幕式。

海南“三月三”节庆活动开幕
沈晓明节前看望慰问黎族苗族群众

采访采访、、拍摄拍摄：：
刘冀冀刘冀冀
韦茂金韦茂金
视频剪辑视频剪辑：：
刘冀冀刘冀冀

海 南 省
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离休
干部林明玉同
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2019
年4月6日10
时 17 分在海
口逝世，享年
81岁。

林明玉，
男 ，1937 年
10月出生，汉
族，海南儋州
人 ，大 学 学
历，1948年 1

月参加革命工作，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1月至1950年11月任广东省海南儋县民
主政府公务员，儋县公学学员，琼崖公学儿童团训
练班学员，琼崖西区儿童工作队队员，儋县儿童工
作队副队长。1950年11月至1958年9年在广东
省海南行政区临高简易师范学校、海南华侨中学学
习。1958年9月至1962年10月在中央民族学院
中文系学习。1962年10月至1965年4月任广东
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办公室干事，自治州委

“四清”工作队队员、副队长，驻保亭县“四清”工作
团团长秘书，三道公社分团常委、首弓工作队队
长。1965年4月至1969年3月任广东省海南黎
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委常委兼三道公社党委书
记。1969年3月至1970年3月下放劳动。1970
年3月至1973年4月任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
州保亭县农村工作队队员， 下转A02版▶

林明玉同志逝世

4月3日，停放在深海所工程实验室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正在准备下一次科考任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