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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支付宝等
可缴纳海南社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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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猪肉小幅降价
部分品种五花肉重回“2字头”

导读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19

20 85

海棠湾 18

94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16

91

鹿回头

89

----亚龙湾

7618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13 日 16:00 至 14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7 88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18 84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新华社北京3月 14日电 中央军
委近日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军
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自
2021年 4月1日起施行。

《规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
军，坚持聚焦备战打仗，全面加强军
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建设，系统规范
军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工作。《规定》
的颁布施行，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军队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纪委
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作用，坚定不移推
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共7章 44条，涵盖纪委领
导体制、职责任务、议事和决定、工作
制度、纪律和责任等方面内容。《规
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明确纪委首要职责是坚决维护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
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调纪
委工作必须坚守政治监督职责定位，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部队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规
定》全面落实党章要求，紧密结合军
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际，
规范明确纪委主要任务和工作内容，
拓展充实纪委及其成员职责，改进创
新纪委议事规则，调整完善纪委工作
制度，增强纪委工作的政治性、时代
性、针对性。《规定》注重强化对纪委
自身的监督，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
要求加强教育、严格管理、严肃问责，
确保各级纪委依规依纪依法正确行
使权力、忠诚履职尽责。

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3 月 14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前
往市人民医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三
亚附属中学等地，调研全市医疗卫
生、教育领域工作。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教育界
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省委有关要求，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人
民满意的医药卫生和教育事业，在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周红波一行先后走访了市人民
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并
深入相关科室，了解各医院布局、
亮点特色科室，听取医院运营、人
才队伍建设、事业发展规划等情况
汇报，鼓励大家精益求精，加强学
科建设，打造专科特色，不断提升
医院诊疗能力与技术水平。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刻，三亚仅用49天就实现收治确诊

病例清零。周红波代表市委、市政
府向全市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广
大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
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立
医院带头勇挑重担，承担了最紧
急、最危险、最艰苦的医疗救治工
作，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要加大公
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力度，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人才引进培
养力度，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
益性，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

域均衡布局，让广大人民群众就近
享有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要
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增
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为加快健
康三亚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
是一所六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办学
特色为文理并举、外语见长。周红
波现场查看校园环境、宣传载体等
建设情况，了解学校办学理念、办学
模式和管理机制。他要求，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四有”好老师标准，大力培养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
践教育各环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
革，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
养更多有国际视野及家国情怀、适
应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各类人才。

尚林参加调研，何世刚、周俊分
别汇报有关情况。

周红波调研全市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工作时强调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践行人民至上理念
在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火龙果
兆丰年

走进育才生态区马脚村火龙果生产基
地，放眼呈梯田状的山坡上，碧绿青翠的枝
叶之间，掩映着色泽艳丽的红心火龙果，犹
如燃烧的一团团火球。

时下，该基地数百亩红心火龙果已进入
采摘期。

这几百亩火龙果，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
一茬一茬地成熟，目前已经采摘第 8 批了。
最近10多天，就摘了20万斤，目前价格每斤
8元左右，运往上海、浙江、新疆等地销售，供
不应求。

右图：3 月 9 日，育才生态区马脚村
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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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球潜水爱好者交流创作平台

2021海南国际潜水节
4月三亚启动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日前，“2021海南国
际潜水节第一期战略合作峰会”在三亚举办。
三亚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海南国际潜水
节将于4月在三亚启动，时间持续至暑期，期间
将陆续开展“一千位潜水网红创作大赛”等活
动，擦亮海南潜水名片，助推潜水产业高质量
发展。

据介绍，围绕海南潜水推广、资源聚集、产
业升级等多个目标，2021 海南国际潜水节期
间，将陆续开展“一千位潜水网红创作大赛”

“海南三亚国际水下摄影大赛”“潜水论坛”“海
洋公益行动”“落日派对及海洋音乐会”“潜水
展”等赛事和活动，吸引更多目光聚集三亚，塑
造海南潜水品牌新形象，推动海南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同时以潜水节为契机，让更多潜水爱
好者和品牌实现跨界交流。

2021 海南国际潜水节将搭建线上线下交
流创作平台，实现产业联动。同时，活动期间
将邀请国内外潜水行业领军人物，就潜水旅游
市场发展、潜水旅游安全把控、潜水与海洋保
护、潜水旅游经营、潜水创意营销等话题进行
探讨，搭建高水平的全球潜水运动爱好者创作
及品牌跨界交流平台，为海南潜水旅游发展献
计献策，助推潜水产业再升级。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探索，潜水已成为海南旅
游产品链中吸引力较强的产品。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副局长俞婷婷介绍，三亚一年四季都适合
开展潜水活动，每年接待体验潜水游客超过150
万人次，产值超过3亿元，拉动相关项目收益在
2亿元以上，潜水旅游已成为业内关注的蓝海。

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看“三亚行动”

5版

3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从
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到深海科技、空天科技、国家实验室，再从营商环境到跨境电商、旅游、民宿经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的这些

“关键词”与三亚息息相关，让生活在南海之滨的三亚人对未来充满期待。
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相关政策和产业内容，展现三亚在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中的担当作为、发展前景，本报记

者梳理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与三亚经济产业密切相关的九大关键词。

本报讯（记 者 吴 合 庆）3 月
12 日上午，随着三亚国际体育产
业园体育场项目外立面膜最后一

个“白鹭翅膀”吊装完成，标志着
外立面全面完工。

据悉，该外立面膜结构体系

共有 972 个“白鹭翅膀”，彼此首
尾相连组成整体，像一群振翅欲
飞的白鹭环绕在体育场周围，赋
予这座钢筋水泥建筑以灵性，成
为轻盈、灵动的“钢铁白鹭”。

从外观来看，“钢铁白鹭”造
型简洁大方，让人感觉施工应该
很简单。但是要想让 972 个“白
鹭翅膀”合理地“飞”上去并连成
一片整体，却是非常复杂的工
程。

“越是看起来简单又好看的
造型，施工上就越难实现。”负责
体育场项目钢、索、膜结构技术工
作的项目副总工李彬说，一个“白
鹭翅膀”为一个单体膜单元，是一
整片膜材，节点采用外包形式，即
膜材在外立面看不到任何连接节
点，所有节点要“藏”在像艺术品

一样造型复杂的“翅膀骨架”内
侧。其次，为了实现每一个膜单
元在弧度、曲线、曲面上均能够展
现“白鹭双翼”的灵动，五个弯弧
段上的每一片小白鹭都是非标构
件，尺寸和弧度都不相同，增加了
放样、制作和安装的工作量。

“白鹭翅膀”的施工，遇到了
很多难题，比如异形膜面张拉及

“白鹭”单元钢骨架加工、吊装为
主要的技术及施工难点。为了保
证膜片的施工质量，项目部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克服了层层技术
难题。虽然难题多，但质量把关
并没有松懈，项目部严格把控、验
收每一道施工工序，保障了立面
膜“白鹭翅膀”的整体施工质量。

“除了技术难点要克服外，施
工过程中还涉及到水电专业、金

属屋面专业、主体钢结构专业等
多工种多专业立体交叉施工，需
要合理地协调组织、相互配合才
能保证各工序高效、保质保量地
完成施工任务。”每天在现场组织
生产、监督质量的项目生产主管
季沅说。为了保施工进度，春节
期间外立面“白鹭翅膀”的吊装作
业没有停工。

外立面膜“白鹭翅膀”施工节
点的完成，让项目经理王洋的心
情也像白鹭飞翔一样，轻松了不
少。他说，“看着一个个‘翅膀’吊
上去，形成这么美丽、壮观的效
果，很有成就感，也为我们体育场
项目部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目前，体育场项目整体施工
已完成98%，目前仅剩看台座椅、
运动场还未完成。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项目外立面膜“白鹭翅膀”施工完成。
本报记者 吴合庆 摄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白鹭翅膀”羽翼丰满
外立面全面完工，体育场项目整体施工已完成98%

开局开局20212021——走进三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Sy 13

“棉”延四十四载
赵国忠的南繁守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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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首个反走私
综合执法站挂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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