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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
褒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
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
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指出，英雄烈士是民族的
脊梁、时代的先锋，英烈事迹和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
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随着我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
脉，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成为时代
赋予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使命任务。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
确把握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
烈士褒扬工作新要求，坚持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服务的方针，解决制约烈士褒扬工
作创新发展的矛盾问题，大力宣传
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继承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营造崇尚英
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
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意见》明确，要完善烈士褒扬政
策法规；突出关爱尊崇，褒扬彰显烈
士家庭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
加强烈属人文关怀和精神抚慰，突
出解决烈属家庭后续生活保障、救
助帮扶援助等实际问题；优化烈属
住房、养老、医疗、就业、教育、司法
等服务专项优待内容，加大烈属交
通、文化和旅游优待；完善烈士子女
教育优待政策，拓宽烈属就业渠道，
加大对烈属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为烈属送温暖、
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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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

本报海口 3 月 22 日电 3 月 22
日，海南省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
大会在海口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重
要论述和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把准正确方向，聚焦主责
主业，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促进社会和
谐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
平出席，副省长刘平治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宣读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

运动基本原则。群团组织代表致贺
词。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
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以
及所有关心支持海南红十字事业的
各界人士致以问候和敬意。他充分
肯定了近年来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在
疫情防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救援
救护救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强调
要坚持政治引领，把准正确方向，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
道路，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
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找准切入点，围绕
防控重大风险，建立健全专业高效、
运转协调的应急救援机制；围绕助力
健康海南建设，加快推进应急救护培
训高质量覆盖；围绕服务“一带一路”
倡议，主动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国
家对外人道援助工作；围绕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红十字
大社区工作格局。要着眼固本强基，
落实群团改革任务，增强公信力，加
强队伍建设，打造一批海南特色红十
字服务品牌。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

加大对红十字工作的支持力度，鼓励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企事业单位积
极参与公益活动，共同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

王平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海
南省红十字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扎实
推进红十字会改革，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
和服务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大
局，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沈 伟）

沈晓明在省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

聚焦主责主业 服务中心大局
打造海南特色红十字服务品牌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3月22日，2022年“世界
水日”“中国水周”暨“六水共治”主题宣传活动——

“六水共治，逐梦幸福三亚”签名仪式在河西路亲水
平台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治水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市第一总河湖长周红波，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治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市总河湖长包洪文出席。

活动现场，市领导与市治水办、水务系统干部职
工和志愿者代表一起在签名墙上签名寄语，并参观

“六水共治”图片巡回展，了解三亚河治理前后、“六
水共治”理念成效等情况。

此次活动由市治水办主办，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承办，旨在让广大群众充分了解依法治水、保护水环
境和建设水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六水共
治”工作，为创建和谐、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市领导尚林、吴海峰出席。

“六水共治，逐梦幸福三亚”签名仪式举行
周红波包洪文尚林出席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作为三亚
疏解市区交通的重要桥梁，月明桥的
建设备受关注。近日，记者获悉，月
明桥主桥建设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而连接河东路的延伸段正在铺设地
下雨污管道，预计5月中旬完工。

作为三亚市政交通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月明桥横跨三亚河，是
连接三亚河两岸城区的主桥梁之
一，桥体总长 225 米，道路为双向
四车道。桥上还设置人行道、非机
动车道和绿化带，建成后将有效缓
解市区交通压力。

3月 22 日上午，记者来到月明
桥施工现场看到，这里的桥梁主体
早已建好，桥上绿化带、路灯、路牌
都已安装完毕，施工工人在桥上忙
碌着，铺设人行道地砖，冲刺做好
最后的收尾工作。

记者注意到，大桥西侧引桥已
经建好，与前面的吉祥街实现连
接。而桥头东侧大面积开挖，挖机

轰鸣作业，工人在挖开的沟里铺设
地下雨污管道。据施工工人介绍，
月明桥东侧桥头的延伸段大约100
米，修好后可以与河东路连接，雨
污水管铺好后，就可以进行路面施
工，预计 5 月中旬完工，到时月明
桥正式实现与原有河东路连通，然
后接入月川中路。

据了解，月明桥于2017年开始
建设，2019年 7月桥体建设已经基
本完工。桥体施工完毕后，大桥东、
西两头需继续建设200多米的引桥
道路，可由于引桥道路涉及的区域
拆迁受阻，工程建设无法继续开展。

2021年“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开展以来，三亚市召集相关单
位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拆迁工
作，并根据合同计量，签订施工补
充协议。在各方努力下，月明桥两
头的建筑得以拆除，“堵点”疏通
后，月明桥项目建设得以重启。

三亚月明桥延伸段
预计5月中旬完工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草树知
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备受
市民关注的三亚河国家湿地公园
一期区域生态修复项目正如火如
荼进行，预计今年 4月底完成清淤
工作。

工人忙着对河两岸检查、挖掘
机正全力开挖……3月 22日下午，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绿树河
边，尽显施工繁忙景象。自去年11
月进场以来，在林业、水务等部门
的联动下，该项目有序推进，目前
进展顺利。项目将全面保护三亚
河流域湿地资源，以稀缺的红树林
湿地资源为核心，采取积极措施恢
复重建湿地环境，有效遏制破坏湿
地资源的行为和现象。

据了解，三亚河国家湿地公园
北起汤他、水源池、半岭、草蓬四座
水库，沿汤他水、六罗水、半岭水、
草蓬水四条河流汇入三亚东河与
三亚西河，至金鸡岭桥和儋州桥，
衔接三亚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规
划总面积 1843.24 公顷。整个公园
划分为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
湿地生态功能展示区、合理利用区
和管理服务区等 5 大功能区。其
中 ，湿 地 公 园 内 保 护 面 积 为
1273.88 公顷，占湿地公园总面积
的69.11%。

“项目现场每天有专职的安全
管理人员、专职的技术管理人员指
导施工，我们的清淤船只、挖掘机
等工作人员也是持证上岗，每天有
约 35人进行现场施工。”该项目副
总工程师姚金磊介绍，该项目分为

两期，一期主要是区域生态修复项
目和智慧监测系统项目两部分，主
要建设内容为生态修复、红树林恢
复和数据监测等。其中，一期的清
淤工作预计 4月底完成；二期是科
普宣教场馆的建设，建设内容包括
科普宣教馆的基建和搭建数据监
测平台中心等。

加快项目推进力度，确保目标
任务早日完成。三亚市野生动植
物保护中心主任陶列平介绍，目前
正加快力度推进河底清淤工作，同
时做好边坡绿化，增加三亚河的生
物多样性。此外，还聘请专家团
队，对三亚河一些动物、植物、底栖
动物以及一些珍稀的动植物的本
体调查，开展生态修复科学研究的
课题，目前已通过招投标。

“我们将加强推进工程进度，
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生态环境，
为努力实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
的生态三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陶列平说，按照阶段目标，争取上
半年把项目一期全部施工完毕，同
时做好科普宣教及项目二期的监
测等相关工作事项。

据了解，公园建成后，可最大
限度发挥湿地公园的水源涵养、生
物多样性保育、科普宣传和休闲游
憩等功能，成为海南省唯一统筹热
带“山水林田湖草”全流域河流风
光的国家湿地公园，对促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创建国家和省级森林城
市，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

三亚河国家湿地公园
一期区域生态修复项目
预计4月底完成清淤工作

3 月 22 日，三亚河国家湿地公园一期区域生态修复项目正在
进行清淤作业。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六水共治，逐梦幸福三亚

近年来，随着三亚河生态链的修复，水里鱼虾成群，吸引不少鸟类到此栖息觅食。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3 月 22 日上午，在三亚河河西路亲水平台，市
民在观看 2022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六水
共治”主题宣传活动图片展。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崖州区封控区物资储备充足——

居民“人不出区”生活物资统一配送
3版

多地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鼓励生娃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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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