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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良言

◀上接1版
“服务周到”四个字，是三亚太金置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首继的切身感受。市政务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服务专班为企业配备了“服
务管家”，主动向企业“问需”“跑腿”。该公
司推进的太平金融产业港项目，从施工许可
证到城镇排水许可证、消防设计审查，充分享
受到了“无偿代办”带来的便利，让胡首继对
三亚的营商环境深有感触。

厘清企业需求边界，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三亚以此为出发点，以优应变，为人才和企业
安家落户营造最优生态。

生态已经显现。短短三年时间，三亚催
生出多个全省“率先”：在全省率先设立营商
环境服务局；在全省率先开展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立法工作；在全省率先将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至 2 个工作日以内；在省内率先设立高
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数字也是最好的证明：今年前两个月，三
亚新增市场主体 5485 户，同比增长 112%。
其中，个体工商户新增 1796 户，同比增长
50%；企业新增3689家，同比增长173%。

位列各市县第一名，省发改委组织开展
的 2020 年海南省营商环境评估让三亚倍感
振奋。但立志打造自贸港建设新标杆的三
亚，绝对不会自满于此，止步于此。就在三亚
2021年企业家新春联谊会座谈会上，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周红波表示，三亚将加快打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全社会
营造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为企业发展做
好全方位服务保障。久久为功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三亚高质量发展的航船必将劈波斩浪、
行稳致远。

“ 以 革 命 之 血 ，换 得 自 由 之
花，死得其所！”这是 1927 年仲夏
之时，麦宏恩牺牲前在一封家书
中写下的慷慨之词。麦宏恩，三
亚崖州区保平村人，是三亚历史
上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三亚历
史 上 首 个 党 组 织 创 建 者 之 一 。
牺牲时，年仅 28 岁。

这最后一封家书，字里行间
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大义的持守，

和对亲人的牵挂。他正当青春，受
过良好的教育，前途本该光明，本
应该在双亲膝下承欢。只是面对
民族的生死存亡，他默默地把对
亲 人 的 挚爱和儿女情长藏在心
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赴汤
蹈火，慷慨赴死。

三亚，从来不是缺少英雄的
地方。麦宏恩、张开泰、林庆墀、
何绍尧等无数的革命先烈在这
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他们敢
于牺牲，甘于奉献，舍己忘我，把
青春、智慧和生命献给了这片美
丽的热土。

我们无数次地重温这些革命

先烈的事迹，感悟他们深沉的大
爱。抚卷沉思，现在的我们，应
该如何把他们的精神继承下来，
传承下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
们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自由贸
易港，这是党中央赋予海南的新
使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正需要我们以胸怀天下的眼
光、一往无前的勇气、默默无闻
的奉献、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
慧全力推进。

如果我们安于现状，不敢担
当，只看重眼前的名利，遇难就绕，
有困就推，整天打着自己的小算

盘，自贸港就会失去很多发展的良
机，无力参与全国全球的竞争。

困难险阻是躲不开也绕不过
的 ，建 设 伟 大 事 业 需 要 伟 大 精
神。我们应该从三亚革命英雄人
物身上汲取伟大精神力量。相信
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可以孕
育先烈的勇气、智慧，就可以孕育
我们的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先
烈们可以赴汤蹈火、抛妻舍子保
卫这片土地，那我们也应该以一
脉相承的勇气、智慧和牺牲奉献
精神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其实，在百年党史中，三亚有
无数像麦宏恩一样的中国共产

党人，用顽强拼搏铸成了每个时
代的伟大精神。“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的琼崖革命精神、“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
精神、“扎根守土、坚韧不拔、无
私奉献”的椰树精神……

现在接力棒交给了我们。我
们要赓续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
神 血 脉 ，大 力 发 扬 琼 崖 革 命 精
神、特区精神和椰树精神，拼搏
进取、担当实干，把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这一无限光荣的伟大
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希望，面对先烈我们能无愧
于心、不辱使命！

从三亚英雄人物中汲取自贸港建设蓬勃力量
□ 王昊

微观自贸港微观自贸港
我们期待您积极参与发表真知灼见，为三亚乃至海南自贸港建设提出有益见解。

您可将原创时评、短评作品发至本栏目专门投稿邮箱:bensin34@126.com，一经选用，
稿酬从优。

责令
停业整改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住
建委了解到，根据北京市
政府部署，北京市住建委
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房地产
经纪机构专项执法检查，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地
产经纪机构炒作学区房行
为，对海淀区万柳、翠微，
西城区德胜、金融街，东城
区交道口等价格快速上涨
区域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包 括 链 家 、我 爱 我 家 等 6
家炒作学区房的门店暂停
营业整改。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
管理工作。其中明确要求：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
到 10 小时，初中生应达到 9 小时，高中生应达到 8 小
时。在对通知初衷点赞的同时，也有部分家长对如何
落实表示担忧。

为保障学生睡眠，教育部门可谓用心良苦。本次
出台的通知中提出七条具体措施，从学校开门时间到
家长学校教育，从校外培训结束时间到游戏服务时间
等方面都做出明确要求，还要对成果进行监测考核。

其实，早在 2017 年，教育部门就在《义务教育学校
管理标准》中明确“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 10 小时、
初中生 9 小时睡眠时间”等要求。然而，2018 年教育部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学生睡眠时间在 10 小
时及以上的比例为 30.7%，八年级学生睡眠时间为 9 小
时及以上的比例为 16.6%，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

如果可以“安枕无忧”，谁不希望早点睡觉？不少
网友表示，由于学业负担、通勤时间、课外辅导等种种
原因，根据要求安排充足睡眠几乎是一种奢求。中小
学生睡眠不足现象的背后，不仅是生活习惯、上课时
间、健康常识的问题，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学业负担
重、压力大等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牺牲睡眠时间想
换来的，正是更好的分数。

然而，“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
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教育要从一生的成长目
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
合格的。

除了发通知保障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更应关注睡
眠不足的背后成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正确

“姿势”不应是对孩子几点睡觉进行“监督监测”，而是
用更加科学、多元的教育评价机制减轻社会的教育焦
虑，进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只有进一步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改善教育生态，才能让人们避免
牺牲健康追求分数的短视行为，让更多孩子安心睡觉，
拥有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 （新 华）

保障中小学生睡眠
须寻找更好“姿势”

短评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15

15 60

海棠湾 13

62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12

65

鹿回头

58

----亚龙湾

5314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4 日 16:00 至 5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4 60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1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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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帜鲜明地反对恶意抹黑英烈行为，
提防历史虚无主义侵袭，我们义不容辞。
从捏造“狼牙山五壮士”偷吃群众萝卜，到
臆测牺牲官兵人数，一些人披着“还原”真
相、“研究”历史的外衣，手握一些七拼八
凑、漏洞百出的所谓“史料”如获至宝，言之
凿凿地公开批评质疑英烈事迹，言论极具
迷惑性、煽动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具体的人和事，而是
通过否定史实、消解崇高，最终消弭民族意
识、国家认同。在这种恶意为之的行为面
前，法律之剑不容许丝毫的退让与迟疑。

——郑岩谈“英烈保护”

给墓地价格“降温”，要加强市场监管
和殡葬服务管理，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殡葬服务机构要严格实行收费
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收费公示要具体到
墓地每一环节所需费用，避免经营性公墓
盲目抬价，还要多开发公益性墓地，缓解目
前公墓紧缺问题。与此同时，要转变群众
丧葬观念，培育文明新风尚。

——黄庆刚、王悦阳谈“高价墓地”

借助地表温度反演，看工业园
区的复工复产；通过夜光，看城市生
活的恢复；叠加卫星导航、信息点数
据，反映社会变化……卫星新闻，为
遥感应用敞开新空间，也成为商业
航天应用场景落地的“新爆款”。

探路商业航天，三亚
一直在路上

3 月 27 日，三亚航天业传来好
消息：在海南卫星互联网产业暨海
上发射研讨会上，记者获悉，海南卫
星设计研发、航空航天传感器研发，
卫星数据接收、存储、处理、应用等
遥感产业链条已初步形成。

5年来，航天产业发展就像是一
场远征，不断攻下一个又一个的山
头。

根据最新的时间表，“海南卫星
星座”发射计划将在 2～3 年内完
成，其中2021年发射“海南一号”一
期4颗光学卫星。

5年来，从“海南一号”卫星项目
筹备开始，航天产业的研发团队就
奔着“海南星海南造、海南发、海南
用”的目标而去。

“海南卫星星座”（含 6 颗光学
卫星、2 颗高光谱卫星和 2 颗雷达
卫星）研制工作正稳步推进；

“海南一号”首批 4颗光学卫星
研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通过自筹经费购买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最新型号商业火箭，目
前已进入卫星星箭对接环节，今年
底择机在文昌发射。

差异化布局，海南开
启商业航天新业态

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
究院主攻卫星遥感技术与应用研
究，“海南一号”卫星三亚遥感卫星
地面站承担卫星数据接收；三亚遥
感信息产业园聚集航天卫星产业集
群。

“航天热”背后，优势可叠加，发
展正当时，概括了海南航天应用产
业极具优势。

“一方面海南处于低纬度地理
位置，拥有广袤无垠的海洋，为商业
卫星发射奠定了低成本和低风险的
发展基础；另一方面，海南还储备了
层次丰富的航天技术体系，形成了

‘北有文昌航天发射，南有三亚卫星
应用’的航天产业格局。”中科院空

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执行院
长、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董事
长杨天梁说。

商业航天是“香饽饽”，每投入1
美元，可带来 7 美元至 14 美元的回
报。“新航天、新基建、新业态”为科

技赋能。
围绕如何开启商业航天新业

态、海南卫星互联网产业优势基础
和发展方向等课题，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中国长城工业集团、北京
国科航天发射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
单位负责人和行业专家进行了讨
论。一场场讨论下来，摆在大家眼
前的事实是：发展商业航天还面临
不少挑战。资源配置、市场准入、人
才引进、融资等方面，都遇到发展困
境。

摆脱困境，得先练好内功。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规划推进研究所战略研究总师张
京男认为，海南可以将商业航天作
为重点行业加以支持；建设航天卫
星应用产业集群；打造发展商业航
天的政策、人才、创新平台；建立航
天科技馆；融合航海技术，促进“卫
星+智慧海洋”天海一体化技术创
新……

“十四五”时期，海南将打造种
业、深海、航天三大科创高地，争取
国家实验室落户海南，培育一批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全国深海科技
基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和航天重
大产业基地，陆海空产业总规模超
350亿元。

这些完善的“路线图”、画好的
“施工图”将会让三亚的空天信息产
业再次“飞”出新高度。

俯瞰位于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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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一号”一期4颗光学卫星
今年底择机发射

本报记者 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