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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同时从 1958 年起步
创业，老一辈革命建设者
担当国家使命，赶超世界
先进，争创全国一流，耗
费 10年、数十年心血，先
后在儋州市建立一所世界
级科研院、一座国家级水
库土坝。

1月 13 日，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联昌试验站旧
址、松涛水库大坝迎来一
批特殊的“游客”：儋州市
新一届四套班子成员等，
现场感受60多年前儋州
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
的伟大壮举。这是儋州市
委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具体行动，更是一场
思想和精神洗礼。

老一辈革命建设者留
下的精神财富是无价的。
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今天的儋州洋浦人
从中汲取力量，以永不服
输的劲头，勇立潮头再出
发，艰苦奋斗再创业，撸
起袖子加油干，凝聚推动
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强
大合力。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兼儋州市委书记、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徐启
方说：“学习热科院人和
松涛水库建设者跋涉前
行、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
神，从艰苦奋斗、儋州立
业、宝岛生根的创业历史
汲取力量，进一步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艰苦奋斗再创业，担当起
国家使命，坚定赶超世界
先进的信心，高质量推进
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以
大格局、高站位、宽视野，
找准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的新坐标，争创发展新优
势。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为打造海
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筑基
固本。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从老一辈建设者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担当国家使命，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儋州再创业 争创新辉煌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投资商比较关心的儋州市、洋
浦经济开发区的交通问题，有望逐
步得到解决，今年儋州洋浦将高标
准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其中重点
是着力构筑外联内畅的大交通格
局。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13日
儋州市委在松涛水库大坝管理区召
开的十三届市委常委会第 2次（扩
大）会议获悉的。

建设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开
工建设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
10万吨公共粮油码头、5万吨公共液
化烃码头、石化新材料基地配套公共
油品化工码头、20万吨航道改扩建
等5个总投资106.7亿元重大港航基

础设施项目。加快儋州机场和洋浦
铁路支线建设前期工作，推动列入国
家交通规划布局，争取早日开工，努
力实现海铁联运、海空联运。构建便
捷高效的陆路交通体系，推动海儋高
速、疏港高速、G98环岛高速海口至
儋州段扩容、万洋高速南丰互通和王
五互通等重大路网项目开工建设，畅
通货物进出岛物流通道，缓解环岛西
线高速交通拥堵，将那大到海口通行
时间缩短至1小时。协调有关铁路
公司，开通海口至白马井双向往来城
际高铁专列，将时速提升至 300 公
里，大幅缩短出行时间。畅通环新英
湾内部交通循环，启动环湾公路、跨
湾通道、省道315改扩建工程等重大
项目建设。洋浦东部配套区路网一

期、乙烯片区路网等6条续建道路年
内建成通车，打通开发区内的断头
路；开工建设东部配套区路网二期等
3条新建道路。加快滨海新区配套
市政道路建设，滨经二路等5条市政
道路将建成通车。

坚持规划引领，推动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环新英湾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编制等，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市
功能互助互济、产业发展协调联动。
开工建设国际学校、洋浦初级中学，加
快推进滨海新区医院、邻里中心及配
套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欧亚综合
体开业运营、第二家希尔顿酒店落地
开工。开发洋浦国际商务大道，加快
城市会客厅、航运大厦、国贸大厦等项
目建设。加快产城融合安居工程及配

套设施项目建设。推动华能热电联产
项目竣工投产，开工建设公共管廊、洋
浦工业污水厂一期、新奥泛能微网二
期、石化功能区第二自来水厂、中海油
分布式供热工程等公用工程项目。强
化儋州工业园区供地供水供气供电等
要素保障，加快建设园区及周边配套
路网，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谋划推进环新英湾中心水厂及配套管
网、木棠一体化供水和污水处理工
程。实施滨海新区、王五园区、木棠园
区3个成片开发土地收储项目，总投
资 9.66 亿 元 ，收 储 土 地 总 面 积
7744.12亩，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阶
段性收储任务，为环新英湾开发建设
创造条件。

加快滨海新区和洋浦大桥两侧

及那大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
果，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取得实质
性进展。布局标志性高端商务中心、
国际社区、体验式休闲购物中心和商
街，上半年完成首期工程的立项、招
投标，8月正式开工建设。开工建设
海花岛周边海域岸滩修复工程，加快
建设白马河综合整治工程。实施地
下管网工程，开工建设那大城区、白
马井镇区雨污分流改造及截流并网
工程。开展那大中心城区背街小巷、
老旧小区改造，加快体育中心周边路
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快建设5G通
信网络、城市大脑、大数据中心等新
基建项目。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

儋州打造坚强有力新班子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特约记者李珂）儋州

市十三届市委常委会第1次会议近日在那大镇召
开。会议强调，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机遇前所未
有，儋州市新一届四套班子成员要主动作为，做儋
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操心人”，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做到心中有责任，眼里有活儿，行动有力量，
推动各自分管领域存在问题及时有效解决。这是
1月18日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会议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抓好班子带好
队伍，市领导要以上率下、树立标杆，以对党和人
民事业负责，对家庭、对个人和社会负责的态度，
做到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相互关心和爱护，打造
思想统一、团结齐心、坚强有力的新班子队伍，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深化法治领域改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
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
动员部署会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上下同
心，齐抓共管，系统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
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六水共治”，全力打好治
水攻坚战。立足实际，科学施策，堵疏结合，有减
有增，对症下药，强化功能，做到从粗放治理向精
准治理转变。

儋州下发通知
要求非必要不出岛
确保市民欢乐祥和过春节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特约记者李珂）1月
18日，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儋州市委办、儋州
市政府办联合下发做好2022年春节期间有关工
作的通知，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关心困难群众冷
暖、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和群众消费需求等，确保市
民欢乐祥和过春节。

儋州市提醒广大群众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及
时调整行程，就地过节，做到非必要不出岛、非必
要不出境。严格做好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引导错
峰出行、降低旅途风险。统筹安排休假，引导错峰
出行。加强对群众自发活动和民俗活动的管理，
尤其是调声、山歌、拜年等民俗活动的管理，认真
执行群众性活动报备和审批制度。把关心困难群
众冷暖工作落到实处，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救助等
活动，按时足额发放社保待遇，切实做好兜底保障
工作。开展对困难老年人、孤儿、留守妇女和儿
童、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残疾人、精神病人等
特殊困难群体的走访慰问和关心关爱，确保其有
饭吃、有暖衣、有避寒场所。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满足群众消费需求，统筹做好粮、油、肉、菜、禽、
蛋、奶等重要生活品的保供稳价，严厉打击发布虚
假信息、囤积居奇、操纵价格、恶意涨价等违法违
规行为。深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
整治，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儋州客运企业
签春运安全责任状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符武月）2022年春运从1月17日开始，至2月
25日结束，海汽儋州分公司、市文旅公交巴士有
限公司、广隆汽车有限公司等客运企业，与市交通
运输局主要负责人签订春运安全生产责任状，确
保春运工作安全有序，实现疫情防控和春运保障
双赢。这是从近日召开的2022年儋州市综合运
输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动员部署会
上获悉的。

2022年是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开局之年，
做好春运工作对保持儋州洋浦平稳健康的经济运
行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儋
州洋浦各有关部门统筹做好今年春运疫情防控和
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压实责任，强化协调联动，全
面排查安全隐患、疏通交通堵点，确保春运安全、
畅通。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突出重点、
周密部署，全力抓好春运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
高应急管理能力、提升运输服务质量，以高度负责
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疫情不因春运而扩散，确保人民群众健康
安全有序出行。

儋州企业捐赠
50吨瓜菜驰援西安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特约记者李珂）1月
14日，3辆大货车把儋州企业捐赠的50吨新鲜瓜
菜，以及光村镇特产虾干等，从海南儋州运送到陕
西西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分发给养老院，以及
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和雁塔区沙井村的市
民。18日，部分新鲜瓜菜被分送到西安市大兴医
院等医疗机构，慰问一线医护人员。这是从儋州
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西安出现疫情后，牵动海南企业家的心。海
南北海岸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学全决定给
西安捐赠50吨新鲜瓜菜，支持西安抗疫。1月12
日，他带人在儋州市光村镇的蔬菜基地，组织村民
摘西葫芦、挖地瓜，用纸箱包装好后装车。3辆满
载新鲜瓜菜的大货车2天1夜后抵达西安。彭学
全是来自四川的投资商，他说，抗击新冠疫情人人
有责，西安遇到困难，海南企业伸出援手。得知儋
州有企业愿意捐赠新鲜瓜菜援助西安后，儋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主动与西安有关方面对接，联系接收
新鲜瓜菜的部门，并组织多人到现场帮助采收、打
包、装车，在2天内完成50吨新鲜瓜菜采收装车。

儋州洋浦今年将高标准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重点构筑外联内畅大交通格局

联昌试验站见证几代儋州人的创
新创业。位于儋州市那大镇西北部牙
拉河畔的联昌试验站，前身是联昌胶
园，始建于1906年，由一批东南亚华侨
创立，当时是海南岛最大的橡胶园，有
橡胶树1万余株。1951年，在联昌胶园
原址成立联昌试验站。1954年，联昌
试验站被划给在广州成立不久的华南
热带林业研究所。1958年，时任所长
的何康带领200多名职工及家属从广
州分批来到联昌试验站，开始迁所建
院、艰苦创业的历程。这个地方就是

“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勇于
创新”热科院精神的发祥地。

原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发展成为
今天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院长王庆
煌说：“老一辈热科院人白手起家，自力
更生，在南国边疆为国家使命而战，建
起国家橡胶树种质资源圃、国家木薯种
质资源圃等4个国家级种质资源圃
（库），创造在北纬18度至24度大面积
种植橡胶树的世界奇迹，成为世界热带
农业主要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走进热科院联昌试验站旧址，首先
看到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一座拱门，
砖砌门柱刻着一副对联：“放眼世界看
全球，展望未来心向党”，老一辈热科院
人应国家战略而生，为国家使命而战，
敢于赶超世界先进的境界，至今闪耀光
辉，激励儋州洋浦人跳出儋洋看儋洋，
冲破坐井观天的僵化思维、摆脱“一亩
三分地”的狭隘心理束缚，把握时代赋
予的历史机遇，争创发展新优势。儋州
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说：“担当起国家
赋予海南建设自贸港的使命，像半个世
纪前的热科院人一样，胸怀世界、放眼

全球，赶超世界先进，高标准推进儋州
洋浦一体化发展。勇于担当，敢为人
先，早日建成环新英湾新城。”

68岁的热科院试验场顾问卢崇
文是汕头知青，长期奋战在科研生产
第一线，热科院荣获的国家发明一等
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国家
奖项及重大成果，都有他的付出。他
讲述热科院人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勇于创新的故事。儋州市委副书记、
洋浦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军平
说：“学习热科院人团结协作、勇于创
新精神，儋州洋浦人同心协力、团结
拼搏，敢试敢闯，敢为人先，加快用一
个个项目把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蓝
图变为现实。”

联昌试验站旧址2排平房是当年
的实验室、办公室，以及科研人员、苏
联专家的宿舍，现重新修缮，修旧如
旧，改为院史室。展陈的照片、当年生
产工具、旧办公用品，见证无私奉献、
艰苦奋斗的岁月。儋州洋浦一体化发
展的蓝图已绘就，亟待儋州洋浦人弘
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精神，奋力拼
搏，把蓝图变为现实。儋州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马飞说：“充分发
挥好人大代表的职能作用，多提好意
见好建议，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为推
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在联昌试验站旧址小礼堂白墙
上，有周恩来总理1960年视察儋州时
的题词“儋州立业，宝岛生根”。新一
代热科院人与儋州洋浦110万市民携
手前行，将创造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
第三极的新业绩，创造建设海南自贸
港先行区示范区的新辉煌。

站在松涛水库大坝远眺，万顷碧
波，心旷神怡。松涛水库是我国十大
土坝水库之一，1958 年开工建设，
1969年建成，主坝长730米，坝顶达
197.1米高程；总库容量33.45亿立方
米，年均供水12.87亿立方米，规划总
灌溉面积205万亩。省水利灌区管理
局松涛分局书记胡祖云说：“水库建成
至今，防洪效益累计现值超千亿元。”

离大坝四五米的地方建有文化长
廊，其中一块展板展示“170”精神：

“靠艰苦奋斗，与洪水赛跑，用忠诚筑
坝”。1959年1月，原水利部检查组
确定松涛水库工地为施工危险工程，
若在主汛期之前不能把大坝填筑至
170米高程，已建土坝将被洪水冲毁，
危及下游40万人生命财产安全。2
个月后，“总攻170”攻坚战打响，来自
海口、文昌、儋州等11个市县67025
人奋战工地。当年4月，坝前水位涨
至144米高程，离主坝146米仅差2
米，危急关头，总指挥部发出“水涨一
寸，堰涨一尺；水涨一尺，堰涨一丈”动
员令，与洪水赛跑。当年7月，在口粮
减少、油肉减少、疾病增加的情况下，
总指挥部开誓师大会：“苦战一个月，
夺下170”。当年8月5日，主坝填筑
到170米高程。2个月后，百年一遇
大洪水汹涌而来，大坝安然无恙。

建设海南自贸港是国家战略，儋
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
遇，需要儋州洋浦人坚决摒弃封闭自
满的优越感，不断增强危机感和紧迫
感，在比学赶超中正视差距、直面不
足，敢于打破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坚
定信心决心，主动抢抓机遇，保持历史
耐心，奋力争当排头兵。洋浦新英湾

区党委书记古路华说：“弘扬‘170’精
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用忠诚破解
高质量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面临
的诸多难题，打赢征地拆迁、收储土地
等攻坚战，为早日建成环新英湾新城
作贡献。”

省水利灌区管理局松涛分局大
坝管理区办公楼前空地，摆放当年用
过的肋形碾、羊角碾等。自制的肋形
碾长1.7米、直径1.6米，重13吨，建
设者用它压实土坝。胡祖云说，在机
械设备买不到、物资困乏的年代，建
设者用土办法埋头苦干，奋力拼搏。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蒙小明说：

“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仍然需
要奋力拼搏，埋头苦干，加快推动儋
州热带农业现代化，建设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新高地。”

八旬老人符永安1958年16岁时
就参加松涛水库建设，他讲述67025
人吃地瓜干、住茅房，挥舞锄头战天斗
地、改造山河的壮举。推进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赶超世界先进，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需要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
勇气和魄力。在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
发展进程中，有利的事就要敢想敢做、
大胆探索，看准了、定下来的事就要紧
盯不放，一抓到底。直面问题、迎难而
上，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
面的突破口，以“耐烦”的工作作风，真
抓实干，不务虚功，把小事做精、难事
办成、大事干好。洋浦经济发展局局
长张勇军说：“110万儋州洋浦人齐心
协力，坚持项目建设为主线，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聚焦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
实施，奋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的第
三极。”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

艰苦奋斗忠诚筑坝 | 万人齐心共创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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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热科院试验场顾问卢崇文向儋州洋浦党员干部讲述热科院
人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故事。 黎有科 摄

建设松涛水库大坝时使用过的肋形碾。 李珂 摄

松涛水库建设者雕像。 李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