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
何厚铧出席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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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元素精彩亮相澳门

N

R

B

A

O

11

星期五 国内统一刊号 CN46-0001 / 今日 AB 二叠 16 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本报澳门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赵优）10 月 10 日上午，位于澳门妈祖
文化村的天后宫彩旗飘扬、鼓乐齐
鸣，由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主办的第
十七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典
礼暨妈祖祭典仪式在此举行。作为
本届妈祖文化旅游节的协办省份，海
南元素精彩亮相澳门。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全国政
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裘援平，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副
会长谭天星，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
司司长陈海帆，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

办公室副主任薜晓峰，外交部驻澳门
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沈蓓莉等嘉宾出
席活动。
开幕典礼上，来自中国台湾及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 28 个国家的宫庙代
表、商会团队及逾千名海内外信众及
嘉宾齐聚，热闹非凡。伴随着悠扬激
昂的乐曲，海南演职人员带来民歌
《久久不见久久见》、舞蹈《乘风破浪》
等具有海南特色的精彩文艺表演，增
添了浓郁的节日氛围，吸引大批信
众、居民及游客观赏。
据介绍，2009 年妈祖文化被列

儋州通过资金扶持、
干部培养、
提高待遇等吸引农村优秀外出人才回乡兴业

回引优秀人才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那大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读书考大学，
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一直以来是农
村孩子的追求。今年以来，儋州市以
党建为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回引农
村优秀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目前
已有 12 名大学生重新回到生养他们
的村庄，
带领父老乡亲致富奔小康。
“我们正在注册公司，
准备利用村
中 200 多亩水塘湿地，发展集体养鸭
产业。”10 月 9 日，儋州市木棠镇谭乐
村驻村第一书记邱上峰说，村里引进
一个名叫林珍的大学生，
脑子很活络，
懂经营会管理，和村干部一起谋划了
这个项目，
计划年养鸭10万只，
有望结
束谭乐村没有集体经济的历史。
林珍家在谭乐村，2007 年毕业
于成都农业科学技术学院，先后在广
州、三亚等地农业公司从事植保、经

“熊猫袋鼠-2019”中澳
陆军联合训练在海南开训
本报海口 10 月 10 日讯 （见习记
者谢凯 通讯员程锡南）10 月 10 日上
午，
“ 熊猫袋鼠-2019”中澳陆军联合
训练开训仪式在陆军第 74 集团军某
旅海南联训营地举行。
此次联训秉承
“合作、信任、交流”
的主题，中澳双方各派出 10 名官兵参
训，中方参训人员由第 74 集团军某旅
官兵组成。本次联训着重对参训队员
的意志品质和团结精神培养，联合训
练以“陆军野外综合技能”为课题，突
出热带海岛特色，
坚持先基础后应用、
先单项后连贯，循序渐进、共同研练官
兵野外综合技能。
未来 10 天，中澳双方联训队员将
围绕通过障碍、荒岛求生、定向越野、
海上皮划艇、露营等训练内容展开，参
训队员将面对荒岛、海浪、热带雨林等
多重考验。
首次参加联合训练的第 74 集团
军某旅中尉汤凯臣说：
“希望通过联训
强化野外综合技能，增进同澳大利亚
队员间的友谊。
”
中澳陆军开展联合训练，是增强
军事训练合作、推动两军关系稳步发
展的务实举措。

三沙海上救助中心
正式运行

感。养鸭这个项目发展起来，村集体
经济每年就有 20 多万元的收入。
像林珍这样回村投身乡村振兴
事业的大学生，今年以来，儋州市已
经有 12 人。
由于种 种 原 因，农 村 干 部 存 在
年 龄 偏 大、文 化 偏 低、能 力 偏 弱 的
现象。儋州全市的农村党组织书
记平均年龄达到 50 岁，一些党组织
带头人思想观念不新，发展思路不
清 晰 ，全 市 一 半 以 上 的 村 缺 带 头
人。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全市
231 个行政村中有 121 个村集体经
济为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儋州市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
使用机制，回引农村优秀外出人才投
身乡村建设，着力加强村“两委”班子
建设，打造一支引领乡村振兴、能力

任村办企业负责人的，可依法依规提
取一定比例的集体经济收益作为激
励报酬；建立激励机制，对推动农村
发展有特殊贡献的人才给予奖励，对
工作中有特殊贡献的、符合相关规定
的，优先选拔进乡镇领导班子，或通
过定向招录考试进入乡镇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作。
为扎实做好回引农村优秀人才
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儋州市强化顶层
设计，制定出台《关于提升儋州市农
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实施意见》
《儋州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19-2021 年）》等，以提
升政治引领力等“五力”为目标，实施
基层党组织建设十大工程，明确强化
农村党建工作的“路线图”
“ 时间表”
和“任务书”，推动基层党建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开馆
沈晓明、
凯·西索达致辞

本报海口 10 月 10 日讯 （记者
况昌勋）10 月 10 日下午，柬埔寨王
国驻海口总领事馆正式开馆，
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外国在琼设立的首家
总领事馆。省长沈晓明、柬埔寨驻华
大使凯·西索达为总领事馆揭牌。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柬
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的成功开
馆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柬埔寨

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设立是落实中
柬 两 国 领导人共识的一项重要成
果。海南正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这为琼柬双
方不断深化合作创造了广阔空间。
海南愿以总领事馆的设立为新起点，
为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让
更多的合作成果惠及两地民众。
凯·西索达在致辞中表示，柬埔

寨和中国是好朋友、好邻居、好兄
弟、好伙伴，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加强
和发展。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
馆的设立，能够进一步促进两国在
旅游、文化、投资和贸易交流之间的
蓬勃发展。
据介绍，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
领事馆的领事区覆盖海南全省，可
签发临时旅行证件、延长护照、签发

签证以及向柬埔寨人民提供领事援
助等。黄万达担任首任柬埔寨王国
驻海口总领事。
仪式前，沈晓明与凯·西索达一
行进行了会谈，
提出要加强双方的经
济、
文化、
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交流。
沈丹阳、倪强参加活动，中国外
交部领事司司长崔爱民代表外交部
到场祝贺。 （相关报道见 A02 版）

沈晓明在洋浦调研时要求

围绕目标定位加快洋浦改革开放发展
本报洋浦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况昌勋）10 月 9 日至 10 日，省长沈
晓明深入洋浦经济开发区调研，强
调要围绕省委书记刘赐贵提出的
“努力将洋浦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和全省高质量
发展的增长极”的目标定位，创新体
制机制，做大做强产业，加强城市建
设，
加快洋浦改革开放发展。
沈晓明来到洋浦港、小铲滩码
头，了解港口规划建设、航线布局
等，要求充分利用区位、清洁能源、
“一区多园”等优势，将空运、海运相

结合，研究发展冷链物流，谋划建设
冷链食品加工区。他还深入海南炼
化、中石化（香港）海南公司、逸盛石
化、中海油海南天然气公司、汉地阳
光石油化工等企业，
了解 100 万吨乙
烯、成品油保税库、环岛天然气管网
等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并主持召开企
业座谈会，
听取园区企业发展诉求和
意见建议，
要求省直有关部门认真研
究企业提出的问题并限期作出回
应。就大家普遍关注的人才问题，
他
表示要研究制定更加优惠的人才政
策，
量身打造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
沈晓明主持召开洋浦、儋州、东

方等市县区参加的会议，听取洋浦
深化改革开放、石化产业规划、环境
容量评估等情况汇报，以及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基铭关于推进石化产业
发展的建议。
沈晓明强调，洋浦要从建设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区域航运中心、发挥改革开放
先行先试平台作用等 3 个方面，
着力
实现省委确定的目标定位。要以高
质量发展为引领，丰富产业门类、提
升产业层级、拉长产业链、降低环境
负荷，
推动产业升级。做大做强油气
产业，
推动大宗商品交易和生产资料

交割项目，
发展冷链物流和航运服务
业，谋划与自贸港相适应的临港产
业。完善商业、教育和医疗配套，将
洋浦从产业园区变为产业新城。处
理好洋浦园区和东方园区、洋浦经济
开发区和东方市的关系，落实“一区
多园”
管理体制，
做到统一管理、统一
产业布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服务
标准、统一对外形象。创新体制机
制，
努力提高口岸服务水平。守住生
态环境和安全生产这两条底线。聚
焦经济发展这个主业，
营造最优营商
环境，
提高政府管理效能。
毛超峰、
沈丹阳、
倪强参加调研。

明年2月23日举行，是UCI职业
系列赛的中国首站
本报海口 10 月 10 日讯 （记者王黎刚）国际自盟
（UCI）官网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公布 2020 年最新“比
赛日历”，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以下简称环岛
赛）成功晋级最新设立的 UCI 职业系列赛。
根据 2020 年 UCI 赛历安排，
第十四届环岛赛将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 日在海南举办，共 8 个赛段，
它将成为 UCI 职业系列赛在中国的首秀。
据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透
露，设立职业系列赛是国际自盟针对世界职业公路
自行车赛进行的重大赛制改革。此次改革，旨在充
分调动赛事举办方积极性，激发职业车队的潜力，
让赛事变得更精彩，从而有效增加赛事的观赏性，
更好地在全球推动自行车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为
确保此次赛制改革取得成功，UCI 根据赛事组织能
力、运营专业水平、传播范围和参赛车队水平等一
系列指标，从全球 100 余家 HC 级和 1 级赛事中精选
出 50 余家赛事晋级职业系列赛，环岛赛成功晋级职
业系列赛。
根据国际自盟惯例，原定 2019 年 10 月 26 日举
办的第十四届环岛赛属于 2020 年“比赛日历”。赛事
组委会经与国际自盟多次交流和协商，最终将赛事
时间调整为 202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 日。这个时段
刚好是每年赛季开启之初，可大幅提升高水平车队
参赛可能性。

农业农村部来琼调研
“厕所革命”推进情况
李军与调研组座谈

本报海口 10 月 10 日讯 （记者金昌波）10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来琼调研农村“厕所革命”推进情况并
召开座谈会，
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并作情况介绍。
今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
垃圾、污水、废弃物清理和改厕、改路等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
特别是
“厕所革命”
取得显著成效。
座谈会上，李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农村部调
研组来琼指导工作表示欢迎，他说，海南在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中，一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传达学习、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部
署及农业农村部有关要求，将其作为乡村振兴的一
场硬仗、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基础强力推进；二
是完善机制，结合海南实际，专门设立省农村“厕所
革命”推进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统筹协调各成员单
位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做到既各负其责、又形成合
力；三是科学改厕，按照基本型、提升型、舒适型三种
类型因户改厕，集中采购成品化粪池，切实解决化粪
池渗漏和改厕成本过高的问题，同时，分类推进城乡
环卫一体化、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和社会化有
偿服务、村民自助清掏、种植大户收购等模式，推进
粪污资源化利用；四是激励约束，通过村规民约、红
黑榜、金融支持等利益联结措施，充分激发农民积极
性。海南愿意在推进“厕所革命”等方面先行先试、
充当“试验田”，希望调研组多号脉、多开方，给予更
多指导和帮助。
调研组组长李伟国表示，将深入开展调研，全方位
了解海南“厕所革命”工作情况，总结推广海南的好经
验、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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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期隧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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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作风优良的农村干部队伍。
《儋州市回引农村优秀外出人才
到村任职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两年
内每个行政村至少回引 2 名以上优
秀外出人才回村任职，两年内全面实
现“一村一名大学生”
“一村一名优秀
创业人才”计划，五年内实现 80%的
回引人才担任村“两委”干部，让优秀
分子成为村级党组织带头人。
儋州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吸引更多农村优秀人才投身乡
村振兴事业，儋州市大胆推出多个新
举措：提高回引优秀人才待遇，基本
薪酬+市镇两级政府补贴，确保每人
月收入不低于 4000 元；给予发展资
金支持，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儋州市
给每个行政村不少于 50 万元的村集
体经济发展资金扶持，并鼓励回引的
优秀人才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担

环岛赛晋级UCI职业系列赛

10 月 10 日，海口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现场，工人在二期区域内垒砌充泥管袋封闭江水以进行下
一步的围堰施工。据介绍，一期隧道施工已完成 500 多米，施工设施拆除后水面流通已恢复正常。
二期隧道将对 231 米的江面进行围堰施工。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看我们的
读懂海南

新华社海口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赵颖全 杨冠宇）10 月 10 日，交通运
输部南海救助局三沙海上救助中心在
该局海口救助基地揭牌，这标志着三
沙海上救助中心正式开始运行。
南海救助局党组书记庄则平表
示 ，设 立 三 沙 海 上 救 助 中 心 ，承 担
实施三沙周边海域应急救助和抢险
工作，为区域内救助船舶、航空器实
施救助任务提供支持和保障的重要
职责，是建设交通强国、不断提升南
海应急救助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也
是党和国家对救捞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殷切期待。
据介绍，三沙海上救助中心正式
运行，将进一步优化南海救助力量布
局，为建立中国救捞 24 小时我国管辖
海域应急救援网络筑牢了基础，必将
对保障南海海上人命环境财产安全、
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维护能源战略通
道安全、促进周边大局稳定、履行国际
公约义务、彰显我负责任大国的良好
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自 2018 年 7 月进驻值守以来，
“南
海救 115”
轮、
“南海救 117”
轮和“南海
救 116”轮在南海南部海区轮换值守，
其间圆满完成 17 起救助任务，成功救
助遇险人员 37 名、遇险船舶 5 艘，
获救
财产价值约人民币 3900 万元。

营管理等工作。去年底，看到儋州市
发布的回引农村优秀外出人才到村
任职公告，毅然辞掉工作参加应聘，
回到家乡。
“我们村年轻人都出去了，村里
3000 多亩地撂荒 1000 多亩，200 多
亩水塘湿地也长期荒废，非常可惜。”
林珍说，回到家乡投身乡村振兴事
业，希望利用所学知识带领乡亲们一
起致富。
之前，林珍在一家农业科技公司
主管销售工作，月收入 4000 多元。
现在，她的身份是村委会后备干部人
选，除参与村里日常管理，她还积极
参与谋划村集体经济发展。
“ 回乡在
村委会工作，每月收入也有 4000 多
元，收入虽然差不多，但感觉完全不
一样。”林珍说，乡村振兴是项伟大的
事 业 ，能 够 参 与 其 中 ，非 常 有 成 就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文化是
联结海内外华侨华人的精神纽带，是
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澳门
妈祖文化旅游节是澳门一年一度的
重要文化旅游盛事，也是促进文化交
流和旅游合作的重要平台，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 2001
年起，澳门妈祖文化节已成功举办十
六届，每年均邀请一个省份参与协
办。应主办方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
邀请，海南省政府担任本届澳门妈祖
文化旅游节的协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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