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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的
持续深入开展，三亚各参学单位守初心、担使
命，进一步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有力地促进了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招商引资、崖州湾科技城项目建
设落地见效。

加强理论学习，再次兴起学习
“4·13”重要讲话热潮

三亚市委狠抓政治理论学习，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在习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和迎接建党 98 周年之
际，全市再次兴起学习“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 12 号文件精神的热潮。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童道驰先后三次在市委常委会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大会上强调，坚持理想信
念就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新时期共产党员
的初心，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特别是要学懂弄通做实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结合
三亚实际，以党建为引领，全力推进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与三亚当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抓紧抓实，取得成效。

5 月份以来，市委组织部连续举办三期理
论学习研讨班，全市千余名领导干部再次深
入学习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交流学习
收获和心得体会，使大家真正做到学深悟透，
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新的提高，在知识储备上

有 了 新 的 收 获 ，在 工 作 思 路 上 有 了 新 的 想
法。使参学领导干部达到了思想再动员、行
动再部署、本领再提高的目的，进一步加深了
对“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和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认识和
理解。有效地将学习研讨成果转化为建设和
发展三亚的实际行动，在三亚深化改革开放
及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争当新标杆作出
贡献。

全市 100 个专题活动参学单位的党委（党
组）分别采取不同形式，结合本职工作实际，
反复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4·13”重要讲话，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提高了理论素养，增强了指导实践的
能力，收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4·13”重要讲话有力推进三
亚招商引资落地见效

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4·13”重要讲话一
年多来，三亚市委、市政府以“4·13”重要讲话
引领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积极营造三亚高质
量发展的营商环境，招商引资项目取得重大
成果，全省考核，三亚名列第一。

据三亚市投资促进中心介绍，一年来，三
亚市先后对接并开展商务洽谈的企业达 120
余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29 家，中国 500 强
企业 34 家，外资企业及境外机构 23 家，洽谈
合作项目达 300 多项，已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的企业 73 家。

复星旅文集团与 Thomascook 注册成立的
合资公司酷怡国际旅行社（三亚）有限公司，
成为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宣布支
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后，第一家落地
海南的境外知名旅游行业机构。目前为止，
招商引资企业已注册 69 家，总注册资本金额
超过 295 亿元。部分新落地企业已开始产生
营业收入与税收，据统计，今年 1-5 月，三亚
京东佳禹贸易有限公司营业额 25.9 亿元，纳
税总额 2277.7 万元；国网（海南）企业总部管
理有限公司营业额 11.6 亿元，纳税总额 1.1 亿
元；太平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营业额 5009 万元，
纳税总额 469.4 万元。

在 120 家招商洽谈企业中，已有 45 家企
业的总部或区域总部、板块总部有意落户三
亚。目前，中船重工、中粮集团、平安集团、太
平集团、中信集团、世茂集团、华夏银行等 20
余家企业已明确表示在 CBD 投资建设总部大
楼的意向。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资产计划投

入 250 亿元参与 CBD 建设。今年三月份，东
岸单元首批五个地块被摘牌，标志着三亚总
部经济及 CBD 启动区正式启动，所有大项目
在稳步推进。

以“4·13”重要讲话引领和加
快崖州湾科技城建设步伐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以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为引领，加快科技城建设步
伐，努力完成创新管理体制、科学规划编制、
完善园区基础和配套设施、做好极简审批准
备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级高新区、拓展开发建
设融资。

南繁科技城方面，产业招商入库企业 38
家。初步搭建起以中科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
院 、中 国 农 科 院 等 国 内 顶 级 科 研 国 家 队 牵
头，中国热科院、中国水科院、三亚南繁院等
支撑，中化系、中信系等国内领军企业为主
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深海科技城方面，中船工业项目已开工，

中船重工项目正在完善项目方案；招商工业、
中科院南海所已明确入驻；华大海洋、珊瑚礁
研究所等项目正洽谈入驻；中国通信服务有
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大洋经略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星天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建良南极虾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均有入驻意向。

大学城方面，6 月 18 日，上海交大三亚
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建设指挥部和
上海交大三亚深海科技研究院已经揭牌启

动，正在加快推进成立研究院和大学城具体

项目建设；中国海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已明

确过渡办公选址；加快落实人才居住保障，整

合科技城现有项目资源，与招商公寓合作建

设租赁公寓。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正在进一步深刻领会、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

神，按照海南省委、三亚市委的部署，认真做好

顶层设计，坚持先谋后动，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以产业招商为突破，以完善公共配套和优化营
商环境为重点，确保在年内取得明显的成效。

在三亚，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岛屿——
西岛，岛上居住的千余户居民，过着平静而幸
福的生活。

66 年前，荣立“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庞
月江，被分配到西岛守备队任一排排长，从此
开启了庞家与三亚的一段深厚情缘。1986
年，几经外省工作辗转，61 岁的庞月江还是回
到了西岛定居，并在这里逝世、与西岛永相
守。

如今，庞月江的多位子孙都成了地道的
西岛人，庞月江的革命事迹和红色精神，也在
这个小岛上代代相传。

22岁参军7天就打仗，成为特
等射手后被授予少尉军衔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三亚日报记者慕
名从市区驱车到肖旗港码头，改乘渡船踏上
了西岛。上岛后，记者在西岛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王政授的引导下，绕着整洁的村道经
过一片椰子树林，步行十多分钟后经过西岛
渔村集市，闻着市场飘来新鲜海鱼的味道，踩
着洁净的水泥地板，记者在西岛市场路 20 号
见到了庞月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庞永青
和四儿子庞永河。故事的主人公虽已逝去，
他的子孙们却已成为了地道的西岛人。

闻知上午有三亚日报记者要前来采访，
庞永青和庞永河兄弟俩早早就在家里备好茶
水，在家院子里等着。大家落座后，现年 63
岁的庞永青随后入屋取出了一直珍藏的父亲
庞月江留下的立功证明书、军校毕业证和预
备役军官兵役证等遗物。这些老物件上仍贴
着其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六七十年的岁月已
让它们显得泛黄模糊。

庞永青向记者娓娓述说其父亲的从军经

历：1947 年，时年 22 岁的父亲庞月江响应国家
号召光荣当兵，参军入伍第 7 天部队就打仗。
在部队里，父亲向其他老兵学习射击，在辽沈
战役围困长春的战斗中，勤学苦练加上实战的
父亲很快地成为一名特等射手。在解放战争
年代，父亲当过副班长、班长、副排长。1953
年 7 月，父亲毕业分配到西岛驻守，和其他战
士一起挖防空坑道，父亲还立过三等功。两
年后，父亲被授予少尉军衔……

不苟言笑、不善言谈的庞月江，偶尔会跟
孩子们讲起一些难忘的战场经历。譬如：有
一次敌我双方都弹尽粮绝后，很快打起了“肉
搏战”，最后他们获胜；还有一年冬天，他和其
他战友坚守的山头被攻，伤亡惨重，剩下的战士
不多，战友刘德运不幸被飞弹打断了腿，咬着牙
向庞月江摆摆手示意叫他先走，连长也让他赶
紧撤。不肯放弃战友的庞月江经请示连长同意
后，自己扔掉了枪支和大衣，背起战友一口气走
了八九里路，来到我军的后方医院，当时医院已
撤走，院子里还有一匹瞎马和耙犁。庞月江
顾不上休息便用瞎马和耙犁拉上刘德运，最
后终于追上大部队，他因此立了功。

1955 年，经西瑁洲岛(西岛)原乡长林吉
芳、文书苏土龙介绍，并经组织批准，庞月江
与西岛乡原妇女主任陈井凤结婚，次年生下
了大儿子庞永青。

孩子们的名字成为记录他人
生轨迹的一个个符号

1956 年，庞月江转业到西安军委测绘一
局当管理员。1957 年 11 月，调到哈尔滨军委
测绘二局任党组支部书记。1961 年 10 月，响
应党的“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号召，庞月江带
领全家回黑龙江巴彦县天増镇（原天増乡）老

家务农，在老家，他们一待就是 35 年。
在 1956 年至 1970 年的 14 年间，庞月江夫

妻一共生育了大儿子庞永青、二儿子庞永安、
三儿子庞永滨、四儿子庞永河、五儿子庞永彦
和女儿庞永丽。

庞永青出生不久，因父亲调到青海工作，
便随父母离开海南，他的名字也里有了一个
与地名有关的“青”字。

不久后，庞月江到位于西安的军委测绘
局第一分局工作，在那里生了第二个儿子，于
是起名为庞永安。庞永青说，二弟一家目前
住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天增镇大河村，也就是
老家。后来，庞月江被调往位于哈尔滨的军
委测绘局第二分局工作。于是，在那里出生
的老三，自然也就取名为庞永滨。“1960 年不
少干部下放支援农业，母亲先回到了农村。
当时粮食紧张，母亲在农村挨饿，生活非常艰
苦，但凭着一股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庞永
青告诉记者，1961 年 2 月，他父亲也回乡务
农，一待就是 20 多年。一家人在大河村种田
为生，由于当地缺水，无法种植水稻，只能种
些耐旱的玉米和高粱；住的条件很简陋，墙体
是用土砌的，房顶铺的是茅草。

在老家，老四庞永河（因大河村而得名）
和老五庞永彦（因巴彦县而起名）先后出生。
1970 年，庞月江夫妇有了唯一的女儿庞永丽，
她也是唯一一位名字里没有地名信息的孩子。

在个人档案难于保存的年代，庞月江给
孩子们起的名字，也成了记录他人生轨迹的
一个个符号。

花甲之年重回西岛安度晚年，
培育后人传承革命精神

庞永青告诉记者，1983 年他的外公病重，
收到娘家来信，母亲便先回了三亚西岛。次
年，老四庞永河也来到西岛定居。

1986 年 12 月，日夜思念妻子、孩子的庞

月江再次回到三亚西岛(妻子陈井凤老家)。
那一年，他已经 61 岁，此后以做木工为生，凭
着吃苦耐劳和精湛的手艺养活全家。

迁居西岛不久后，庞永青想将父亲的档
案调到海南来，便由三亚市民政部门出具证
明，可是到老家黑龙江省巴彦县去办理时，却
找不到父亲的档案，原来档案不知何时已经
丢失了。

2013 年，怀着遗憾的庞月江在西岛去世，
享年88岁。丈夫逝世两年后，陈井凤于2015年
也离开人世。如今，夫妻俩的坟茔都在西岛。

庞永青保留着的父母唯一一张合影是
2005 年至 2006 年间，在自家院子里拍的。记
者通过相片看到，相片中的两位老人一脸安
详和温情，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讲述个
人过往的他们，或许已经将一切都交给沧桑
岁月。

“今天的美好生活，人民永远都不会忘
记，是我们千千万万个革命先驱、革命军人流
血牺牲得来的。”庞月江经常对儿女们说，自
己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把自己的岗位当作
战位，履职尽责，在强军进程中继续传承和弘
扬革命精神。

英雄已逝，精神永续。如今，庞月江的儿
女们再忆起父亲第一次向他们展示军功章时
的情形，依然难掩激动：“展开层层包裹的红
色绸布，抚摸着一个个印有历史痕迹的奖章
奖状，让作为烈士后代的我们感到荣耀。”

革命的枪声虽然定格在中国历史的星
空，但其精神却一直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
里。“纪念和缅怀像我父亲一样的英雄，是为了
不让祖辈的牺牲被遗忘，也是当代人追求美好
生活的精神动力！”庞月江的儿女们坚信，父辈
的革命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27 年与街坊邻居和谐相处，
儿孙们积极参与岛上的各项建设

“庞月江夫妻仁爱为怀，宽厚待人，是非
常善良、值得大家尊重的好人家。”庞月江生
前的邻居曾金格告诉记者，庞月江复员后与
妻子在岛上生活的 27 年间，与街坊邻居和谐

相处。
目前，庞家除了老二庞永安住在黑龙江

老家，老三庞永滨常住三亚市区之外，其他人
都住在西岛上，幺妹庞永丽还嫁给了岛上的
麦姓人家，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孙辈。如今，孙
辈们成为岛上的活跃分子，在社区的“创文巩
卫”、社会文明大行动、美丽乡村等工作中，都
能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并带动其他村民积
极参与岛上各项建设。

近年来，随着西岛美丽渔村建设逐步深
入，这个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岛屿渔村迈开步
伐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屡获荣誉：获评国家级
休闲渔业品牌“最美渔村”，入选海南省五星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岛上由珊瑚石老屋改造
的耕读者民宿入选海南省民宿创建示范点。
如今，行走西岛，处处洋溢着渔家风情。文化
创意空间和各景观景点，成为游客“拍照打
卡”的取景点。

庞永河告诉记者，在如今和平幸福的年
代里，大家一定要倍加珍惜无数先烈用生命
给我们换来的幸福生活。他们希望借助西
岛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通过自食其力在岛
上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这也是庞月江
夫妻在九泉之下希望儿孙们生活幸福安康
的夙愿。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我们西岛！”中午时
分，三亚日报记者临别时，庞永河来自老家东
北、已在西岛生活三十余载的妻子操着一口
流利的西岛海南话对记者说道。

铭记历史，缅怀英雄，弘扬精神，开创未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不能忘记，
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本
报深入采访了一位南征北战、结缘三亚的一级战斗英雄的感人事迹，现推出其事迹报道，旨
在通过缅怀革命英雄，激励更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

一级战斗英雄庞月江的西岛情缘
本报记者 黄世烽

人物档案

庞月江，1925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天增镇（原
天增乡）农民家庭。1947 年前在家务农，1947 年 3 月加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独立七团任战士，当年
11 月在吉林井家台子战斗中出生入死，荣立“一级战
斗英雄”称号。次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
军一四六师四三六团二营六连。1948 年 3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参加过辽沈、平津、湖南衡宝、广西剿匪等
战役，共荣立军功十次；1950 年 8 月，进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十四步兵学校学习；1953 年被分配到西岛守
备队任一排排长。1956 年，转业到西安工作。次年，
调到哈尔滨工作。1961 年 10 月，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全
家回老家农业第一线务农。1986 年，再次携家属回西
岛定居。2013 年，在西岛逝世。

持续开展“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

三亚深入学习“4·13”重要讲话促进自贸区自贸港大项目落地
本报记者 高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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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庞月江的儿子庞永青、庞永河与家人合影。本报记者 孙清 摄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专题活动

庞月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步兵学校
毕业证上的照片。

庞月江立功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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