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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建党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7月 28日下午，南海救助局邀请

了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专业导师组组

长，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毕德教授，为我局

党员干部职工作专题辅导报告。局领导班

子成员，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二级单位党政

正职等逾 50人现场参加了报告会，各二级

单位的干部职工也通过视频在分会场参加

本次会议。

毕教授从三件大事与三大启示、对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三项基本

要求、在现阶段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的五个主要表现等三个方面就如何

深刻领会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

质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剖析，全面

解读了习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通过

毕教授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论述透彻、

深入浅出的精彩解读，使大家进一步加

深了对“七一”讲话精神的理解，干部职

工表示深受教育。辅导报告对广大党员

增强“四个意识”、“四个自信”，自觉做到

“两个永远保持”、“三个不能忘记”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会议要求全局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将

全局学习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引向深

入，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把学习贯穿

讲话精神贯彻于两学一做全过程，贯穿于

贯彻落实局的工作部署，对标国际一流和

救助强局的奋斗目标上来，积极发挥支部

主体作用和先进引领作用，进一步激发广

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精神动

力，把学习成果及时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积

极动力，在积极谋划和推进我局各项工作

中展现新作为。 渊缪一岚冤

南海救助局举办学习习总书记野七一冶讲话精神辅导报告会

本报讯 7月 29日上午，局党组召

开 2016 年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动员

会。局长林志豪作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

动员讲话，局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朱

伟桥传达广东省委、省纪委文件精神，

部署我局 2016年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

的有关工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陶维

功主持了动员大会。

会上，朱伟桥副书记指出，今年纪

律教育学习月活动以“学党章强党性、

讲规矩守纪律”为主题 , 围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性宗旨教育、

党规党纪教育、优良作风教育 ,并对活

动时间和步骤做出具体部署，强调活动

要加强领导和认真组织、精心安排并突

出重点、注重结合与统筹推进。

林志豪局长在会上做了纪律教育

活动月的动员讲话。林局长提出了四点

意见：一是要充分认识加强纪律建设的

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抓好纪律教育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二要认真学习党章党规

党纪，做讲规矩、有纪律的合格共产党

员；三要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切实推进

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深入开展；四要突

出重点，扎实推进，务求纪律教育学习

月活动取得实效。

会后，与会同志观看了廉政教育警

示片《致命的决口》、《疯狂抢建背后的贪

腐乱象———大鹏新区坝光拆迁腐败窝案

蓝警示录》。警示片以层层深入事件的镜

头，以涉案相关人员真实的对话与忏悔，

分条缕析地捋顺腐败官员发生蜕变的清

晰脉络，以大量事实证据为基础对产生腐

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句句震耳发

聩、掷地有声，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无

疑是一次灵魂上的修炼、涤荡与升华，具

有非常强大的现实警示力。

在家的局领导班子成员、二级单位

党政正职、机关党员干部共 60余人参

加了大会。 渊陈 考冤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

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南海救助局于 8月中下

旬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分批举办两期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培训班，局长林志豪、副局长陶

维功、副局长高友泉与 34名处级干部参加

了培训。

8月 13日，第一期培训班在焦裕禄干

部学院教学楼举行了开班仪式，林志豪局长

作开班动员，组织处处长陈洁生主持开班仪

式。焦裕禄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康海敏到会

并致辞。

林局长在动员讲话中指出举办本次党

性教育培训班是我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主要举措，是年度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

自选动作。主要目的是通过近距离学习焦裕

禄精神，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

一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教育，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要求参训人员珍惜学

习机会，严格遵守学院纪律，树立良好形象，

确保培训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党性教育培训班与广州打捞局、广

州船级社联合举办，培训期间，学员们通过专

题讲座、影像教学、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深

刻感受到焦裕禄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

精神，实地体会到焦裕禄带领人民群众艰苦

奋斗带来的巨大变化，学员们带着感动、震撼

和思考，边走边看，边学边想，有所思、有所

获、有所悟，切实领悟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

括“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学员们纷纷表示，要以焦裕禄同志为镜

子，查差距，找不足，弘扬艰苦奋斗、不畏困

难、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工作，锐意进取，通过

学习教育真正做到在践行党的宗旨、遵守党

规党纪上有新提升，在坚持优质服务、推动

业务工作上有新突破，在强化责任担当、推

动发展上有新作为，为实现南海救助转型升

级贡献力量。 渊刘学东 魏丁艳冤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南海救助局在焦裕禄干部学院举办领导干部培训班

南海救助局召开纪律教育
学习月动员大会

年救捞系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三亚成功举行
本报讯 8月 23日，由交通运输部救助

打捞局主办，南海救助局、广州打捞局、南

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共同承办的“2016年救

捞系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三亚凤凰岛附近

海域成功举行。在 75分钟的时间内，8艘专业救助船舶、

2架救助直升机、1架无人机与上百名一线救助人员以精

湛的救助技艺，为观众呈现

了水面救生、海上消防、海上

拖带等一幕幕“救助大片”。
详见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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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救助局救助船公众开放日活动顺利收官

我局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
退伍军人代表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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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4日，南海救助局利用

“南海救 101”轮完成任务回海口基地待

命的间隙，组织召开了 2016年示范船建

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局长林志豪、副局长

张贵平、局办公室主任欧宇亭和组织处

处长陈洁生亲临会议，救助船队领导班

子成员、队机关工作人员、船员代表共

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救助船队党

委书记李文主持。

会上，救助船队队长陈日喜、“南海

救 101”轮船长林方彬分别就示范船建设

工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为下一步继续

深入开展示范船舶建设工作做了具体、

明确的部署。张贵平副局长从分管角度

对救助船队示范船下一步建设提出六个

“不折不扣”：一是不打折扣地发挥标准

化体系作用；二是不打折扣地强化救助

能力建设；三是不打折扣地保障安全形

势稳定；四是不打折扣地提高装备管理

水平；五是不打折扣地规范船舶基础管

理；六是不打折扣地加强党群文化建设。

林志豪局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标志性、里程碑

式的意义以及救助船队全力推进示范

船建设的做法和在船舶管理、人才培

养、作风锤炼、文化传承与弘扬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救助船队干部

职工克服没有经验与借鉴的困难，积极

践行局的发展理念，将“摸着石头过

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将示范船

建设从摸索阶段推进到实现六个标准

化体系的实施阶段，不断接力努力，从

量变到质变实现华丽转身的担当精神

和实干作风。林局长饱含深情地带领大

家回顾了南海救助局的发展历史和“南

海救 101”轮示范船建设所走过的道

路，站在十三五发展的高度与纵观国

际、国家海上救助发展的宽度，深刻分

析了当前南海救助事业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深刻阐明了示范

船建设作为救捞系统的首创，在把握南

海弯道超车机遇，加强海上救助能力建

设上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林局长最后

语重心长地对加快推进示范船建设提

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二是要树立实干信念，三

是要讲究科学的管理方法，四是要善于

凝聚全体干部职工的力量，五是要求在

所有救助船舶推广六个标准化体系，希

望示范船建设取得新的成果。

会议期间，林局长、张副局长在船舶

领导班子在带领下，来到船舶机舱、备件

间、甲板面等处所，对船舶定置管理标准

化建设进行了参观指导，看到整洁规范

的布置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林局长对船

员的辛勤付出表达了感谢。根据议程安

排，林局长、张副局长、机关领导和救助

船队领导还分别为各船舶颁发了《救助

船舶六个方面标准化体文件》，到会的船

员代表分别上台受领。一套体系文件，也

是一份责任和担当，会议最后，“南海救

101轮”政委就今后示范船建设工作的推

进和落实作了表态发言。

此次示范船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的

召开，既是对南海救助局 4年来示范船

建设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对示范

船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广的一次动员，标

志着南海救助局示范船建设工作迈上了

新台阶。 渊潘永德 龚志伟冤

本报讯 8 月 1 日，我局召开纪念“八

一”建军节退伍军人代表座谈会。来自退

休退伍军人和在职退伍军人代表、组织

处、人事处、救助处和救助后勤保障部有

关负责人参加座谈，张贵平副局长出席会

议。

张副局长首先对局 200名退伍军人表

达了节日的诚挚祝贺，对参加座谈会的代

表示衷心的感谢。张副局长回顾了人民军

队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进

行的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称赞了

局退伍军人经过部队的培养锤炼，将良好

的思想政治素质、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严格的遵纪守法观念和顽强扎实的工作

作风带到了我局，在局各项工作中发光发

热。

在职退伍军人代表周宇敬、黄瑞堂也

向前辈坦露了参军报效祖国的心路历程，

表达了自身的成长与部队的锤炼密不可

分，表示不辜负组织的关怀，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

退休退伍军人代表田海平、丁海宁、

刘清松和陆奎元等也纷纷发言，结合国际

国内形势，讲述了人民解放军由初步形成

到逐步壮大的光辉历程。讲到动情之处，

陆奎元还高歌一曲，抒发对母亲情，军旅

生涯，对成长点滴的感谢、感恩。

渊救助处冤

本报讯 8月 1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总工会联合主办，南方新闻网承办，

南海救助局协办的纪念建党 95周年基层党

员党史知识竞赛总结会在小洲会议厅圆满

落幕。省委宣传部巡视员、省文明办主任顾

作义、省总工会常委、宣教部部长宋善斌、局

党组副书记朱伟桥作为举办方和承办方出

席总结会并为获奖单位颁奖。此次会议是继

去年我局成功举办“中国梦 劳动美”百万职

工抗战知识竞赛（海员专场）后又一次承办

的省委、省总大型活动，体现了省委、省总对

我局的高度信任。

“百万基层党员党史知识竞赛”是广东

省纪念建党 95周年的一项群众性主题教育

活动。为办好本次竞赛总结会，局高度重视，

在局组织处（宣传部门）的积极协调下，救助

后勤保障部、局团委承担了大量的现场工

作，工作人员在周六日依然为竞赛而忙碌，

确保了总结会的顺利举办。在竞赛总结表彰

中，我局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授予的优秀组

织奖。 渊组织处冤

“百万基层党员党史知识竞赛”在我局圆满落幕

深化示范船建设 推进示范船发展

本报讯 由南海救助局主办的救助船公众

开放日活动于 月 日 日在三亚基地举

行。停靠在基地码头的“南海救 ”轮迎来了从

电视中、报纸上、朋友圈里闻讯而来的社会团体

和民众。

无论是趁着暑期前来“涨知识”的小朋友，还

是白发苍苍的爱国老人，又或者是海航学院的莘

莘学子，每位参观者在“南海救 ”轮上都收获

了开心、满足和感动。

两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救捞人———大管王

学伟、吴三喜，带着家人来到开放日现场，抚摸着

先进的救助装备，回忆起当初战风斗浪的峥嵘岁

月，眼里充满了激动与骄傲。他们还主动地扮演

起“义务讲解员”角色，向周围的民众讲述一个个

惊心动魄的救捞故事，还鼓励救助船年轻人继承

好老救捞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

一位下半身瘫痪无法登船的小伙子坐着轮

椅来到现场，感动了“南海救 ”轮船员。这位

轮椅上的访客手里紧拽着《登船须知》，看完《前

进中的南海救助》宣传片后，充满了期待。尽管他

最终因行动不便未能登船参观，但在讲解员李

辉、卢鹏飞等人的帮助下，他来到悬梯旁与救助

船、救助船员合影留念。在码头上，他凝视着彩旗

飘扬的救助船，久久不舍离去。

为期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南海救 ”轮共

吸引了新华社、南海网、三亚日报等 家中央、

地方媒体的关注，接待了三亚团市委夏令营、凤

凰岛国际邮轮等参观团体 个，用十足的热情

为 位登船访客展现了南海救助人的别样风

采。 渊组织处 救助船队冤

小朋友们直呼"大开眼界袁涨知识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访客感动了野南海救 115冶轮船员

开放日活动吸引了外国游客前来参观



2016年救捞系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精彩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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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7日凌晨 1点左右，

渔船“闽东渔 60858”在基地码头航道 4

号标航道外侧搁浅，船上 10人，由于受

北风影响，现场风力很大，情况十分危

险。基地救助科科长潘荫宽巡查码头时

发现后，立即组织开展评估制定救助方

案，调派“华英 396”艇到基地码头待

命，等待水位合适时协助脱浅，并要求

渔船安排过驳货物作业。

9时，“华英 396”艇开往现场查看

渔船周围水深等情况并完成接拖，渔

船用车配合，尝试脱浅作业未果，“华

英 396”艇又帮助渔船抛锚，尝试渔船

动车、绞锚、华英艇拖带共同进行脱

浅作业，但由于潮水不够，未能脱浅，

只好暂停作业；华英艇继续靠码头守

护渔船，等待潮位；1155时，渔船经两

次过驳货物作业，发现渔船略有摇

摆，华英艇抓住时机，成功协助渔船

脱浅并将渔船拖至码头港池安全水

域解拖，渔船及船上 10 人安全获

救。 渊王晓燕冤

本报讯 8月的第一天，2016年第四号台

风“妮妲”来势汹汹，将直面袭击珠江口。繁忙

的珠江口航道缺少了些往日的情景，“南海救

116”轮纹丝不动，屹然守护在此，随时准备应

对台风造成任何海上突发情况，保障海上作

业安全……

8 月 1 日下午 17 时 09 分，“南海救

116”轮接到局救助值班室电话通知：13号

锚地有一艘外籍空载油轮“VARRADA

BLESSING”上面有 8名外籍船员急需要撤

离。“南海救 116”轮立刻备车，迅速前往事

发地点。

眼看台风“妮妲”马上直面袭击珠江口，

事发海域已经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实施救助

作业时间不多，船长立即召集各船舶干部召

开协商会，并做好安全风险评估。17时 45

分，“南海救 116”轮抵达现场，立即向对方船

长详细沟通了解情况。对方介绍，空载油轮船

长 332米，船宽 58米，船舶载重量为 9.2万

吨，船上共用 8人需要转移，其中 1人来自印

度，另外 7人来自巴基斯坦。由于该船处于空

载情况，干舷有 30米之高，只能短时间使用

其上面的液压克令吊来转运 7人，最后一人

使用船上的软梯转移至“南海救 116”轮。

18时 35分，外籍船员收拾好行李后，

全部集中至其左后船尾处，开始使用其吊机

进行人员转运。19时 15分，经过全体人员

的齐心协力，全船 8人安全顺利的转运至

“南海救 116”轮。随后按局救助值班室指示

开回桂山锚地，放艇将外籍人员转移至桂山

避台，圆满完成救助任务。20时 30分，“南海

救 116”轮再次回到值班点继续守护，防抗

“妮妲”。 渊马海栋冤

船机配合舞动三亚湾
救捞力量闪耀凤凰岛

本报讯 随着三个绿色信号弹越过“南

海救 116”轮上空，由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

局主办，南海救助局、广州打捞局、南海第

一救助飞行队共同承办的“2016年救捞系

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三亚凤

凰岛附近海域精彩谢幕，演练现场总指挥、

救助打捞局局长王振亮宣布演练取得圆满

成功。

本次演练以“高效救捞，融合发展”为主

题，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搜救科目演

练，模拟由一件突发事件触发的一连串应急

反应演练过程。以检验专业救捞队伍日常

训练成果，检验海上应急救助抢险打捞应急

预案的有效性。第二部分是救助船舶操纵

技能和装备性能展示，3艘大型救助船舶同

时进行消防灭火、高速航行、急停转向、协同

旋转等“水上芭蕾舞”式的操纵表演。

上午 9时，演练正式开始。一艘中国籍

集装箱船“大海”轮在进三亚港途中，船上

货物发生自燃火灾，在自救灭火过程中有

1名船员受伤，随后火势扩大，无法自救扑

灭，过程中又有 3名船员落水，“大海”轮立

即发出求救信号，南海救助局救助值班室

接警后，迅速启动应急反应预案，先后指示

南一飞派出直升机到遇险船转移受伤船

员，“南海救 113”轮施放无人机到遇险船

上空侦查火情并做危化品探测，“南海救

204”轮运送堵漏器材和人员，“南海救

203”轮使用救生捞网救助落水人员，“南海

救 115”轮进行消防灭火，“南海救 116”轮

负责拖带遇险船。

在救助力量的有效协作下，险情迅速

解除。随后 3艘参演的大型救助船再次亮

相，以大鹏展翅、金龙摆尾、凌波微步等操

控展示,为观众呈现了一幕幕“救助大片”。

此次演练活动吸引了中央电视台、新

华社、中新社、广东电视台、三亚日报、中国

交通报等中央、地方及行业媒体的普遍关

注，纷纷把镜头聚焦在演练中的救助船机，

把话筒对准前进中的南海救助人。演练现

场常务副总指挥、南海救助局副局长张贵

平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通过此次演练，

有效检验了专业救捞队伍日常训练成果，

展现救捞队伍海空立体救助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提升救捞力量联合应对海上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置水平。为努力践行国家海上

德政工程，顺利完成各项应急救助抢险任

务，推动“四个交通”发展、保障海上交通安

全做出积极的贡献。 渊康乐 缪一岚冤

北海基地成功
救助搁浅渔船

“南海救 116”轮“妮妲”中救助 8名外籍船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