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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7月1日8时整，海南商汤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商汤）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坐在会议室，通过投影大屏收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切实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观看完大会直播，海南商汤总经理李星
冶表示，作为一名党员，自己将努力工
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一
份力量。海南商汤不久前与中共一大纪
念馆合作，通过“AI+党建”的形式，创新
性地开发出“党建数字人”，并基于“AI+
AR”技术开发了《追寻·上海红色印记》
AR纪念明信片。消费者在其文创店购
买专门定制的瓶装饮用水，用手机扫描
和识别，就能开启“AR时光穿梭之门”。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招商引资二部
副部长陈斌是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从上
海来海南不到一年时间，工作十分繁
忙。7月1日，陈斌7时许便赶到单位，
提前处理部分事务，以便8时准时和同
事一起收看大会直播。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其
中特别提到，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
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陈斌说，观看
大会直播，让自己倍感振奋，也感受到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

陈斌表示，自己有幸参与自贸港建
设。“作为一个新海南人，我将坚定不移
跟党走，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助力海口
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添砖加瓦。”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海南自贸港企业和高层次人才：

抢抓自贸机遇 创造美好未来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三沙市
驻岛军民和琼海市潭门镇渔民民兵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

三沙市政务和社会服务中心主任符
海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听完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后，自己为中国共产党取得
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中心将
继续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驻岛军警
民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

三沙永兴社区渔民郭义明表示，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沙渔民生活发生
了巨大变化，不仅吃住不愁，岛上还有了
电影院、图书馆、体育馆。“我们要听党的
话，永远跟党走。”

驻三沙某部战士黄科说，站在祖国
的南大门，守卫南海一线，让自己更加

坚定了初心和信仰，将继承党的优良传
统，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甘当基石，为
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潭门镇，渔民王书惠一大早就守在
电视机前，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电视直播。王书惠是潭门海上
民兵连一排排长。今年58岁的他，从小跟
着父亲和哥哥王书茂闯荡南海。“习近平
总书记鼓励我们‘造大船、闯深海、抓大
鱼’，我们潭门渔民团结一心，一直朝着
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努力着。”王书惠说，过
去潭门渔民出海都是用木船、小船，现在
有了大吨位的渔船，渔船上还有北斗卫
星导航通信系统指引方向。

“跟党走，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感
到十分幸福！”王书惠介绍，如今，在耕耘
南海的同时，他还发展休闲渔业、建起海
洋主题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本报永兴岛7月1日电）

三沙驻岛军民和琼海潭门渔民：

内心受到鼓舞 信念更加坚定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计思佳 曾毓慧 李艳玫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7月1日，
令人激动的讯息，在琼州大地广阔农村传
递。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脱
贫群众和驻村帮扶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五指山市畅好乡毛招村脱贫户朱海
春深有感触地说：“脱贫攻坚前，我们一
家人温饱都是个问题。脱贫攻坚开展
后，‘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让我们生活有
了基本保障，驻村帮扶干部帮我家发展
养牛产业。”他表示，没有党的好政策，就

没有村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脱贫后，党和政府仍在支持我发

展。”在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抱安村脱贫户
朱桂妹看来，脱贫攻坚历程充分说明，中
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广大
驻村帮扶干部听后感到十分振奋。“绝对
贫困问题解决了，作为党员，我们又有了
新的使命，就是努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白沙黎
族自治县打安镇打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吴俊才说，脱贫攻坚后，打安村面貌
焕然一新。他正在带领群众发展兰花等
产业，拓宽村民收入来源。

（本报牙叉7月1日电）

我省脱贫群众和驻村帮扶干部：

扎根基层一线 推动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李佳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
南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强烈共鸣。
大家纷纷表示，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聚焦深海、航天、南
繁等未来产业，努力攻克“卡脖子”难
题，助力海南科技事业发展。

“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永远跟党走，
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探测技术研
究室主任陈俊说。

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所长吴川良
说，他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
引，立足岗位，加强珊瑚礁修复的相关基
础研究和成果转化，力争做一名走在时代
前沿的科技工作者。

“我参与过‘嫦娥五号’奔月、‘天

问’探火等发射任务，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中
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逐步变成现实。”
文昌航天发射场技师管世磊说，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他和同事

“航天报国”的理念更加坚定了。
“习总书记提到，我们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听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是从秦岭山区走出来的，吃过贫困的
苦，深知脱贫的难，中国共产党人兑现
了自己的诺言，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
子。”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副研
究员刘记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
乡村振兴，一定要发挥科技的力量，他
将积极投身“南繁硅谷”建设，搭建平
台、吸引人才、自主创新，助力中国打赢
种业翻身仗。 （本报三亚7月1日电）

我省科技工作者：

提升创新能力 攻克技术难关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我退休了，但党性永不褪色！”7月
1日，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三亚市政
府办公室第五党支部（离退休党支部）
书记丁广强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
我将牢记入党誓词，坚定不移跟党走。”

2018年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以
来，丁广强积极参加三亚市委组织部、市
委老干部局等部门组织的业务学习培训
共12次，不断提升工作能力水平。“只有
我自己学懂弄通了，回去后才能把上级
组织的文件精神传达好、贯彻好。”他说。

丁广强退休不退岗，登门拜访三亚
市政府办公室多名离退休党员，关心他

们的身体健康和家庭情况，了解他们需
要解决的实际困难。在做好服务工作的
同时，他积极引导离退休党员发挥阅历
丰富的优势，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自
贸港建设出计出力。

“今天受到表彰，深受鼓舞，我将继
续努力！”作为2021年海南省优秀党务工
作者，海垦商贸物流集团董事会秘书、党
群工作部部长张慧表示，她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爱岗敬业，努力
奋斗，为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出一份力。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成立时间不长，
部门人员少，工作量大，我作为党员，必
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张慧说，在今后
的工作中，她将恪尽职守，竭诚奉献，用
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发挥标杆作用 矢志奋斗追梦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臧会彬 胡爽

7月1日7时许，海南控股旗下海南
置业代管的省图书馆二期项目工地，建
设者们早早就守候在大屏幕前等待收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
播。直播开始后，现场不时响起掌声，气
氛十分热烈。

“我们越看越激动，越听越感到自
豪。”工人李长江激动地说，这些年他作
为一名普通建筑工人，走南闯北，亲眼见
证了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强大繁荣，
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也越来越到位。

“请党放心，我们一定发扬‘螺丝钉’精
神，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李长江说。
海控置业总经理施慰说，听了习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的理想信
念，海控置业将听党话、跟党走，高质量
建好每一个项目，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大局。

当天8时，在文昌市铺前镇，中铁北
京工程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工程第一工
区项目党支部（以下简称项目党支部）的
党员共同观看了大会直播。项目党支部
书记宋健说，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
奋进，项目党支部将通过和项目业主海
南交控公司及当地镇村党组织建立党建
联盟，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将环岛旅游公路项目打造成
精品工程。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者：

继续挥洒汗水 打造精品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坚定不移跟党走坚定不移跟党走 齐心共筑中国梦齐心共筑中国梦

7月1日上午，居住在海口的老党员滕树声、李雪梅夫妇在家中观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电视直播，并手举党旗唱响《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7月1日，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工作人员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电视直播。 本报记者 严兰青 通讯员 曾鹏 摄

7月1日，中铁建设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第十项目部承建的三
亚市天涯区西瓜芒果棚改二期项目工地，工人在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电视直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