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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本报讯（记者辛友）7 月 30 日上午，
“八一”建军节前夕，副市长许振凌率队
慰问全国最美拥军人梁彩雄和天涯区 2
户重点优抚对象胡仕强、董福才。市委
宣传部、市政府、市民政局、市双拥办
以及天涯区等相关负责人随行参加慰
问活动。

当天，许振凌一行带着米、油、水果
等慰问品，首先来到全国最美拥军人梁
彩雄的家中。据了解，梁彩雄一家三代
为驻东瑁洲岛的部队运送生活物资，爷
爷老了父亲顶，父亲老了儿子上。梁彩
雄从 1992 年 9 月 5 日开始接替父亲登岛

送菜，从此便与海防连队结下不解之
缘。岛上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 21
岁 的“ 雄 哥 ”也 已 变 成 了 如 今 45 岁 的

“雄叔”。26 个春秋，在惊涛骇浪中，高
薪诱惑下这位模范船夫始终坚守着拥
军情怀和执着。

许振凌将慰问品和慰问金亲手交
到梁彩雄的手中，代表党和政府对他祝
福和敬意。许振凌表示，梁彩雄的举动
很感人，他不计个人得失，为部队建设
和国防事业奉献了全部心血和殷殷大
爱 ，这 是 一 种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的 体 现 。
梁彩雄被中央宣传部、民政部评选为

2017 年“最美拥军人物”称号，为三亚
争得了荣誉，是我市的骄傲。她希望
梁彩雄今后能继续拥军行动，为国家
和部队建设出力。许振凌了解到，梁
彩雄多年前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路边
的孤儿，因为他们家不符合收养规定，
这个孩子至今没有户口，这个孩子现
在面临着没有户口无法入学的难题。
许振凌叮嘱随行的民政部门负责人，
回去后要仔细研究国家政策，尽力帮
助梁彩雄一家解决这个难题。当梁彩
雄得知自己家的困难有望被解决时，他
感动得热泪盈眶。

随后，许振凌来到重点优抚对象胡
仕强、董福才的家中。胡仕强、董福才
都 是 解 放 前 就 加 入 革 命 队 伍 的 老 军
人。许振凌代表市委、市政府亲手将慰
问品和慰问金交到他们手中，并向他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对他们为祖国和人民
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慰问中，许振凌一再叮嘱随行工作人员
和老人的亲属，一定要照顾好老人的生
活，让老人安享晚年。有关部门要进一
步做好优抚工作，让广大优抚对象切实
享受到三亚发展成果，进一步推动三亚
拥军优属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领导率队

节前慰问优抚对象送温暖

7 月 30 日，南海舰队某基地官兵正在学习室观看庆祝建军 90 周年阅兵仪式，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讲话。官兵
们表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震撼人心，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无比振奋，要将学习讲话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
兵备战的动力。 通讯员 薛成清 本报记者 黄珍 摄

观看建军90周年阅兵

本报讯（记者辛友）7 月 27 日，在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三亚市图
书馆工作人员带着全体干部职工对人
民 子 弟 兵 的 深 情 厚 谊 ，先 后 到 92961、
91959 和 91911 驻市部队看望慰问部队
官兵，为他们送去了书籍、数字阅读卡
等慰问品，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当天上午，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相继
去到 92961 和 91959 驻市部队，向他们赠
送了 500 军事题材书籍和 100 余张数字
阅读卡。下午，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到
91911 驻市部队，在市图书馆 91911 分馆
为广大官兵进行了一场“书香军旅”数
字阅读推广培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
操作，帮助广大官兵们学习市图书馆开
发的手机图书馆客户端的使用方法。

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告诉三亚日
报记者，该馆为了增强广大官兵们的阅
读兴趣、学习兴趣，同时为大家阅读提
供方便，特别在新开发手机图书馆中增
加了“书香军旅”板块，该板块内放置了
100 本军事题材的好书，可供广大官兵
业余时间阅读。

书香军旅润兵心
助推阅读树新风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建军节来临
之际，近日，海棠区先后到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分院、91128 部队、三亚警备区等部
队开展系列“八一”慰问活动，向部队官
兵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以及慰问
金。双方就军地共建进行座谈交流。

据了解，近年来，海棠区在经济建
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驻军部队广大官兵的助力
和支持。海棠区将继续大力支持驻军
部队建设，积极帮助驻军部队解决问
题，促进军地双方共同发展。部队官兵
们一致表示，将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军民
鱼水融合，讲政治、讲大局，积极配合党
委、政府开展工作，创造稳定的社会环
境，为海棠区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7 月 26 日至 28 日，武警三亚支队举行“迎八一·铸精兵”比武竞赛活动，以强化官兵军事技能和素质的方式欢
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比武中，400 米障碍、刺杀等项目不仅极具实战性，更是将官兵们平时在体力、技能等方面的训练成果展现出
来。该支队参谋长赵明明表示，通过此次大比武活动，不仅激发广大官兵的训练热情，同时也提高官兵的综合素
质和实战技能。 本报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龙翔青 吴登康 摄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八一”建
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 月 28 日和 29 日
晚上，海棠区庆“八一”大型双拥活动
在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田野狂欢剧
场》举行，来自三亚各驻市部队官兵及
部分家属近 4000 人共聚一堂，共同观
看《田野狂欢》演出。

28 日晚上，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下起了毛毛细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
官兵们的热情，他们精神焕发，在领取
完雨衣后整齐有序地步入会场。随
后，演出在一位演员大姐的“演出就要
开始了”的吆喝声中拉开帷幕。

据了解，《田野狂欢》大型实景演
出由山水盛典制作，三亚瑞兴盛典旅

游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演出内容为
《序》、第一幕《春耕和插秧》、第二幕
《太 阳 和 月 亮》、第 三 幕《水 妹 与 春
仔》、第四幕《稻草人和云彩》、第五幕

《秋收和太阳》。在《田野狂欢》中，官
兵们看到了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舞美效
果：浮动在金色稻浪之上的朵朵白云、
实体化的风雨雷电、田间飞舞的萤火
虫、翻滚在舞台和观众席间无数的太
阳、飞翔在天空之中粉色小猪……

伴随着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全场
观众仿佛进入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
就在这样童心未泯的画风中，一个立
体的圆形月球就在孩子们的簇拥之下
飞到舞台上空。现场观众纷纷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节目，不
仅可以观赏到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的四季，还重温了 24 节气常识。

“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个演出
让我想起了一辈子都是农民的爸爸妈
妈，也勾起了我儿时干农活的回忆。
非常感谢有这样一次机会观看这么精
彩的演出，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
活，也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祝福。”此
次庆“八一”双拥活动让军人感受到三
亚人对子弟兵的厚爱，也激发了广大
官兵参与建设三亚做出更大贡献。

据悉，此次活动由海棠区区委宣
传部、区武装部主办，海棠湾水稻国家
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承办。

驻市部队官兵观看《田野狂欢》演出

武警官兵大比武迎“八一”

海棠区开展
系列“八一”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刘晓
静 ）近日，武警海南边防总队庆祝建军
90 周年篮球赛圆满落幕，比赛分别在海
口、文昌、三亚、东方四个片区同步举行。

比赛结合部队实际制定赛制，采取
分片区举办比赛的形式，并在总队网、
政工网设计制作专题网页，实时发布比
赛赛况，营造浓厚氛围。而承办比赛的
海口边防支队、文昌边防支队、凤凰边
防检查站和东方边防支队四个单位在
具体组织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为参赛
队提供良好的赛务保障。最终经过四
个赛区共 50 场的激烈比赛，角逐出各
赛区前 3 名，并评选出 22 名个人体育道
德风尚奖，总队分别为获奖单位和个人
颁发了奖牌和荣誉证书。

边防官兵
赛场拼球技

本报讯（记者 辛友）7 月 27 日，为确
保三亚美丽乡村建设产业下一阶段推
进工作的扎实开展，紧扣当前三亚“大
研讨大行动”活动转入到“查摆问题深
入整改”阶段的要求，市委农工委召开
美丽乡村产业发展落实情况专题会议，
总结当前天涯区、崖州区和育才生态区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产业落地情况，谋
划下一阶段产业发展思路，深入探讨相
关问题解决方案。会议由市委常委、农
工委主任陈小亚主持，市委农工委、市
住建局、天涯区、崖州区、育才生态区及
各参与企业等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上，各区归纳总结了美丽乡村产
业发展落实情况，对示范点概况、项目
进度、产业策划、效益分析、推进计划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各区企业就
项目用地、政策性扶持、合作模式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对如何开展下一阶段的
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陈小亚认真听取了情况汇报，对各
区的发言进行了梳理和点评。他指出，
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创新，
企业在参与过程中，不能用传统的房地
产开发思维去进行考量，要在现有的政
策框架下平衡投入产出，天涯区抱前村
产业落地过程中，应结合景区周边服务
配套的功能，通过做好后勤保障基地等
配套服务获得效益；各区要灵活处理产
业落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难点问题，在
西岛可以引入 NGO、建立旅游培训学
校，充分利用现有的村委会设施，促使
项目尽快落地；要充分引入玛哪书房等
优秀文化创新力量，把文创产业和美丽
乡村结合起来，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并
缓解过渡期渔民的焦虑。

陈小亚强调，当前，我市美丽乡村
产业发展工作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各区
政府要提前介入，坚持高起点高定位，
有紧迫感，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在建设
过程中要不断总结，整合各级创建力
量，并全面总结梳理；各区政府要有主
体意识，规范使用资金，在不违反现行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用活用好区级职
能，确保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有力有
序推进。

市委农工委召开美丽乡村产业
发展落实情况专题会议
查摆问题深入整改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天涯文博园
今年开工建设
毗邻天涯海角游览区，项目总
投资25.8亿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雷文
钰） 根据三亚 2017 年重点项目“六个
一”责任安排，市政协副主席韦忠清近
日带领部分政协委员、社法委工作人员
到天涯文博园、三亚高校科研片区综合
配套项目、月川中轴带状公园等重点项
目进行实地视察，跟踪项目的建设情
况。韦忠清对各项目参与国际化精品
城市建设表示称赞，希望各项目为三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美丽幸福三亚
贡献力量。

三亚日报记者了解到，天涯文博园
地理位置优越，与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隔海相望，毗邻天涯海角游览区，项目
总投资 25.8 亿元。主要建设包括度假
酒店、旅游主题商业区、婚庆基地等配
套设施，本月建筑方案已完成 50%，力
争今年开工建设。三亚高校科研片区
综合配套项目建设期为 2017-2021 年，
计划分三期完成，目前处于方案设计阶
段 。 月 川 中 轴 带 状 公 园 占 地 面 积
64501.26 平方米，现已完成立项工作。

针对这几个项目的视察，韦忠清表
示，各项目业主单位要严格按照安全生
产标准和施工要求，倒排工期，加快工
程进度，按质按量确保完成序时进度；
各职能部门要主动与项目业主进行沟
通，积极协调配合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为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总投资排除障碍。

市政协办、市园林局及天涯区、吉
阳区等单位有关负责人陪同视察。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雷文
钰）近日，以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周卫健
为组长的学习考察组到中科院遥感与数
字地球研究所三亚研究中心调研。省政
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王龙
壮、市政协副主席韦忠清等陪同考察。

当天下午，考察组在三亚研究中心
主任杨天梁、三亚卫星数据接收站站长
李振起的陪同下，观看了卫星数据接收
系统、数字海南三维演示系统，听取了遥
感地球所三亚园区科研工作开展情况。

在座谈会上，双方就推进卫星数据
的接收和利用、遥感大数据云平台的服
务能力等科学领域的研究进行交流探
讨。周卫健院士充分赞扬科研人员立
足三亚当地开展科研工作和科研环境
做出的努力和支持，肯定了海南省地球
观测重点实验室在“一带一路”和“国际
旅游岛”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和意义。

陕西省政协考察组
在三亚开展专题调研
交流卫星数据的接收和利用

本报讯（记者 黄珍）7 月 29 日，在市
民政局、崖州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务局
的支持下，三亚天使爱心社联合三亚红
歌咏唱团、三亚电信等 20 多名志愿者前
往梅山革命老区，开展走访慰问革命老
人志愿服务活动。

在崖州区梅东村委会和梅山革命烈
士纪念馆等爱心人士的协助下，来自梅
东村、梅西村、长山村的苏景亲、孙有
翠、蔡文德等 5 位梅山革命老人们欢聚
一堂，志愿者为他们送去大米、牛奶、食
用油、水果等价值 4150 元的慰问品和慰
问金。现场，来自三亚红歌咏唱团还为
老红军们演唱《十送红军》等红歌，志愿
者与老人们亲切交谈，感受革命老前辈
们难忘的英雄岁月。当天，一行还前往
腿脚不便的革命老人黄其达家中，为他
送去节日的问候。

志愿者慰问革命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