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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蔚林）日前，儋州市人
民检察院、南方电网海南儋州供电局在海口
联合进行2021年“检企共建”暨党史学习教
育，约60名党员干部参加。

“检企共建”意在通过加强企业与检察
机关的共建工作，构建防范机制、沟通机制、
化解机制，维持企业的经济秩序和法律秩
序，不断推动企业提高内控水平，切实为企
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经济保障。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宣传干部培训中心
承办，内容涵盖专题教学、红色现场教学、

检企交流座谈会和拓展训练等。其中专题
教学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红色
现场教学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进行。

活动旨在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培养廉
洁从业意识，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
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提高遵纪守法的自
觉性，在工作中自觉抵御“四风”侵蚀，同时
帮助企业强化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廉政风
险防范，推动检企双方共同促进党风廉政
建设。

儋州市检察院、供电局举办检企共建活动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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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招 租

儋州厂房仓库出租
1.儋州白马井厂房仓库出租，占地
200亩，建筑约2.2万平方米（含办
公楼、宿舍）；2.儋州木棠镇厂房仓
库出租，占地100亩，建筑约2万
平方米（含办公楼、宿舍），另有橡
胶 生 产 设 备 出 售 。 电 话 ：
18689982157。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甸岛独栋办公楼招租招商
6000m2办公楼，蔡先生18889271930

景区推出
多样中秋文旅活动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邓钰）中
秋至，月儿圆。海南日报记者9月20日从
海南省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海垦
多个景区以中秋为主题，推出观灯、游船、
赏月等各式文旅活动。

位于儋州市雅星镇的海南石花水洞地
质公园面向16周岁以下市民推出免费入
园优惠，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前来游园，学习
地质科普知识。在中秋小长假期间，该景
区推出以“花好月圆人团圆，福洞添福喜连
连”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供游客畅玩彩虹滑
道、步步惊心、儿童滑索、蹦蹦床、孔雀合影
等项目，还推出古风游船等古色古香的中
秋特色活动。

位于儋州市兰洋镇的海南莲花山文化
旅游景区在推出中秋夜游赏月活动的同
时，打造夜景灯光秀，推出夜市、夜间演艺
等多彩活动。

在三亚海棠区，海垦神泉集团旗下好
汉坡国际度假酒店在官微商城上，推出“温
泉度假”优惠套餐。

此外，海垦多家企业瞄准“中秋经济”
开展促销，如海垦热作的茶、咖啡、胡椒等
热作产品，海垦“好生活”的进口日用品等
皆参与节日促销活动。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董国和）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日前，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组织40余名党员干部前往省
档案馆，集体参观“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
档案文献展。

展览由序篇和“信仰的力量”“理论的力
量”“组织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斗争的力
量”“行动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万山磅礴
看主峰”等篇章组成，聚焦党史上的重大事
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展出中央档案馆、
新华通讯社珍贵档案文献500余件，其中近

半数为首次公开，全面、立体、鲜活地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奋
进的百年光辉历程。

观展过程中，党员干部们一边听取讲
解，一边仔细观看展览，不时在展柜边驻足
观看，在了解百年党史重大事件、重要会议、
重要人物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
产党的认识，并从中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的
奋斗历程与伟大成就，以及坚守初心使命的
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的
思想伟力，进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参观主题档案文献展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在现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徐斌如

“3、2、1，点火！”9月20日下午3时
10分，我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观摩现场，
再次听见从指控大厅内传来“01”指挥
员王宇亮熟悉的声音，依然冷静而沉着。

4个月前，我曾采访过执行天舟二
号任务的王宇亮，那是他第一次担任

“01”指挥员。不同的是，这次我更加接
近现场，更了解其中不易。

9月19日夜，文昌市龙楼镇这座安
静的海滨小镇，不时传出游人的欢声
笑语。但当我穿过茂密的椰海，来到
小镇的另一端——文昌发射场煤油库
区入口处时，却看到另一番忙碌的景
象：这里灯火通明，容量巨大的贮罐像
一个个巨型胶囊，不时有人影在贮罐
间走动、攀爬。确认状态的讨论声、对
讲机的口令声混合着阀门工作的声响
在耳畔交错，这是航天人在忙着给火箭
加注推进剂。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推进剂是火
箭在浩瀚太空里的强大动力，加注工作
尤为重要。处于贮存状态的推进剂要达
到加注标准必须预先降温，因此，正式加
注前，采集参数、模拟计算、真实调控的
工作不容小觑。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与天舟
二号类似，依然是“窄窗口”，对精准度的
要求很高。为此，在短短不到40天的时
间里，天舟三号任务经历了反复模拟和
检查，光是大规模总检查就有4次，其中
一次正好赶上海南的“秋台风”，雷暴天
气让所有人都捏了把汗。

19日晚8时许，距离正式发射还有
19个小时，指挥员何平在后端控制室发
出信号：“各处状态准备好后报告。”

不一会，各种“准备好！就位好！”的
回复传来，预示着加注可以开始。身穿
天蓝色低温防护服的阀门操作手、观察
员在月色下专心致志地忙碌着，无暇回
答我的问题。

“加注开始！初速加注……全速
……减速……管道抽泄！”何平沉稳有力
的声音不断传出，每一条口令都是由一
长串不同位置的阀门代号组成，在如我
一样的“门外汉”听来，宛如不可破解
的暗号。直至10时许，为期两个多小

时的漫长“加油”终于顺利完成。
20日凌晨，椰风海韵的夜空下，液氧库区次第亮起了灯光，这

到了指挥员朱凯祥的“主战场”。正式开始液氧加注前，航天人除
了检查管路气密性和上百个阀门状态，还要对管道预冷。贸然在
管道中灌入温度极低的推进剂，会造成管道骤冷，产生不可逆的形
变伤害。液氧库区附近，消防车、救护车在场外待命。

天色渐亮，阳光在一条条金属管路间折射，形成微型子弹
般的热量攻击，现场人员在低温防护服的包裹下，贴身衣物能
拧出水来。

9月20日下午2时55分，距离天舟三号任务正式发射还有15
分钟，最后一批液氧加注工作人员乘车离开发射区。至此，文昌发
射场在这趟伟大的“太空物流”中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长征七
号火箭和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像做好了万全准备的考生，一起昂首
挺胸立于塔架，随时准备出发。

3时10分，随着“01”指挥员王宇亮响亮的口令声发出，火焰
喷薄而出，凝聚着千万人心血的火箭腾空而起，奔向浩瀚的宇宙。

（本报文城9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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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9月20日电（记者徐慧玲）
中秋小长假期间，三亚举办各类主题活动
喜迎佳节。9月19日，2021年三亚市“我
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在三亚市群众艺
术馆举行。活动邀请了14组亲子家庭参
与制作月饼，喜迎中秋佳节。

“中秋节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
要在中秋节吃月饼？”“月饼为什么是圆
的？”……活动现场，孩子和家长们在专业

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学习制作月饼的方法
和步骤，了解中秋佳节的民俗文化。

“在制作月饼的过程中，我们增强了
和孩子的沟通交流，也体验到了浓浓的
节日氛围。”三亚市民杨超认为此次中秋
节主题活动很有意义，特地带着3岁的儿
子前来参与。

揉搓冰皮粉、包馅、收口、造型……活
动现场，教学人员向亲子家庭讲解冰皮月

饼的制作方法，孩子和家长分工合作，忙得
不亦乐乎。“月饼是圆圆的，象征着团团圆
圆。”5岁的朱景奇小心地打包自己的“杰
作”，“这是我第一次做冰皮月饼，我要带回
家送给小伙伴品尝。”

三亚市群众艺术馆有关负责人介绍，
“周末手工营”是三亚市群众艺术馆打造
的一个公益服务品牌活动，包括在每个周
末开展各种手工类型的亲子活动，例如陶

艺、花艺、烘焙、手工艺品制作等。活动主
要通过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增强亲子关
系，丰富三亚市群众的周末生活。此次

“周末手工营”开展中秋节主题活动，旨在
增强孩子们参与体验中秋节的仪式感，感
受节日的丰富内涵，领略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由三亚市旅文局主办，三亚
市群众艺术馆承办。

邀请孩子、家长了解中秋佳节的民俗文化

巧手做月饼 团圆迎中秋

36名中西部青少年
海南追梦

◀上接A01版
同时通过拍摄《星火》纪录片，用镜头全程记录中西部青少年

在课堂上初识航天、在绘画里畅想天宫、在路途中期盼发射、在发
射场见证辉煌的追梦过程，真实展现孩子们点亮理想、放飞梦想的
心路历程。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邀请航天领域院士专家在文昌举行系
列讲座，集中介绍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优良传
统；邀请航天英雄杨利伟与中西部学生面对面分享飞天故事，引领
学生们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家国情怀、激发学习动力；邀请航天科
普专家通过模型搭建等形式，讲授火箭、飞船、空间站等方面的科
学知识，带领中西部学生在美丽海滨放飞亲手制作的水火箭，并与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及文昌航天小学学生手拉手，共上一堂航天课，
共绘一幅航天画。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作为党员，我在工地上只有一个信念，就
是保质保量完成党和政府交代的任务……”近
日，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的海南省委党校新校
区项目建设现场，项目施工方中建三局总承包
安装分公司员工景洪波正在分享自己去年主
动请缨，参与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的经历，
数十名工人坐在小板凳上专心听讲。

景洪波回忆说，初到武汉时，摆在工作

前的第一道难题出现了——风管铁皮材料
紧缺，可项目建设的进度不能落下。为了凑
齐紧缺的材料，景洪波驾车辗转武汉多地，
跑遍大小风管加工厂，最终在规定时间内找
到项目建设紧缺的所有风管铁皮材料，并在
限定时间内陆续完成加工并运送至工地。

讲台下，工地的党员梁金星听得十分认
真。“我们要向景洪波学习，专心做好分内
事，发挥好‘螺丝钉’的作用。”梁金星说，景
洪波的讲述让他深受触动，作为一名党员，

自己要随时随地履行党员职责，同时加强党
史学习教育，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小板凳”上的
“大讲堂”是该企业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中
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活动旨在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等成立“小板凳”宣讲队，深入一线
宣讲，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促进党史
知识等内容深入基层，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
入心。

中建三局总承包安装分公司工作人员

王学志介绍，该公司当前在江东新区参与了
海南省委党校新校区、江东大道二期西段综
合管廊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小板凳”宣讲队
将在宣讲党的历史、方针政策和疫情防控、
职工权益等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载
体，讲好红色故事，用活人文资源，用亲切的

“乡音”传递“党音”，通过接地气的“小板凳”
课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工人喜欢听、记
得住，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海口江东新区一项目组织工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小板凳”课堂传递榜样力量

关注中秋假期

本报海口 9 月 20 日讯 （记者邓海
宁）9月 20日，正值中秋小长假第二天。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长影环球100奇
幻乐园等海口主要景区景点持续推出丰
富的中秋主题节庆活动，让众多市民游
客流连忘返。

当天上午9时许，“万物团圆”月饼现
场制作活动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举
行。在园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心灵手巧

的小游客们在现场配料、搅拌、揉面、定型，
体验给动物制作月饼的过程，现场欢声笑
语不断，气氛热烈。

经过一番努力，小游客们成功为猕猴、
大象、河马等动物制作了造型各异的粗粮
月饼，最后，工作人员和游客们一起将烘焙
好的特制月饼投喂给园区内的动物们，让
它们享受节日的福利。

园区大熊猫兄弟贡贡、舜舜不仅有工

作人员用黄豆粉、鸡蛋等材料严格按比例
制作的专属月饼，他们平时游玩活动的内
场馆也进行了中秋主题的特色布置，“巨轮
月亮”“绵绵云朵”等特效装饰让人眼前一
亮，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两兄弟边思
考“猫生”边大快朵颐的可爱吃相吸引了众
多市民游客围观和拍照。

祈福签到、猜灯谜、汉服体验……当
天，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以“月满照团

圆，家合纳福欢”为主题开展了节庆系列
活动，让到场的市民游客感受到浓浓的中
秋氛围。

该乐园在中秋假期举办了此前颇受市
民游客欢迎的国风宴舞大型快闪演艺活
动，并融入了国风古筝表演，让人大饱眼
福。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拜月盛典”“放河
灯”等，为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带来了别具
一格的互动体验。

组织游客为动物制作月饼、穿汉服、体验国风快闪活动

看熊猫“吃播”赏国风盛宴

9月20日下午，儋州市木棠镇薛屋村调声队队员在唱调声、迎中秋。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调声庆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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