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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飞行服务队 21年倾情支援内地
“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

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
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
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国家主席习近
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
改革开放 40 周年访问团时发
表重要讲话。 他特别指出：“内
地第一支救助飞行队是在香港
飞行服务队手把手帮助下组建
起来的。 ”

倾情支援内地，无私提供协
助。 21 年来，香港特区政府飞行
服务队用行动阐释两地守望相
助、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在内
地飞行救助事业发展史上写下
了温暖而浓重的一笔。

“欢迎各位来到飞行服务
队，分享我们‘同一个家，同一个
梦’的精神。 ”飞行服务队总监陈
志培自 2003 年起便赴内地开展
培训支援， 回首携手走过的日
子，他表示非常难忘。

发展路上鼎力相助

“那段时间，我的普通话水
平可是突飞猛进呢！ ”飞行服务
会会议室里， 陈志培打开电脑、
插上优盘， 将一幅幅旧照片、一
段段昔日影像投射到大屏幕上，
为我们讲述起远赴大连开展飞
行救助培训的故事。

2003 年 11 月， 时任高级机
长的陈志培与 6 名队内同事包
括机长、空勤、机务及空管人员，
应内地交通部门请求飞抵大连，
与内地救助飞行队员同吃同住，
为渤海湾冬春季海上安全提供
人员和技术支持。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北方的

天气，真冷啊！ ”初到东北，正值
寒冬，陈志培和他的小伙伴们自
己先经受了一场考验。 由于在空
中执行训练或救援任务时，飞机
舱门必须时常打开，当刺骨的寒
风灌入机舱、穿透棉衣，机组人
员领略到了天气的厉害。

一次救援行动让他记忆犹
新。 陈志培说，2004 年 1 月 16 日
晚， 一艘油轮在渤海湾海域失
火，有船员乘坐救生筏逃离时不
慎落水，情况危急。

“出事海域波涛翻滚，浪高
近 8 米，对直升机驾驶员的掌控
能力要求极高；当时我们悬停在
海面上方 15 至 18 米的位置，机
外温度达到零下 9 摄氏度，船员
一出水便浑身结冰。 ”

优秀的空中搜救及飞行支
援部队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水
准，他们以最快速度将遇险船员
吊上飞机，实施了救治。

做好救援任务的同时，陈志
培的团队开始了“授人以渔”的
工作。

“抵达大连后，我们立刻着
手制定飞行训练计划，并根据当
地的地理及气象条件，迅速调节
方案。 ”陈志培回忆道，从仪表飞
行、盲降等飞行原理，到发动机
系统、 防冻维护等工程技术，每
个课目的训练都是根据内地飞
行员的特点及要求“特别定制”。

为帮助内地飞行员快速理
解、熟记知识点，他提前将自己
所熟悉的英文材料全部翻译成
中文，并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制
成幻灯片，逐一讲解。 陈志培向
记者展示在大连授课时亲自编
写的教材及培训计划书，笑称自
己还兼职做了一把“翻译官”。

“内地救助飞行已是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精。 ”陈志
培说，他们那时培训出来的内地
飞行员现在大多都成了某一方
面的负责人，看着他们成长如此
迅速、内地救助飞行事业发展这
么快，感到很欣慰、很高兴。

“真情无价，大爱无限。 ”谈
及香港飞行服务队的鼎力支持，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发言人
曾这样形容。

2004 年 10 月到 2006 年初
期间，陈志培在东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担任培训指导员，手把手地
培养出多名优秀的飞行员；其后
数年，香港飞行服务队又接连派
出数名空勤主任、 绞车手教员、
救生员、工程师等赴华东、华南
等地培训交流，并多次组织承担
内地救助飞行队来港培训，为内
地海上救助飞行队的建设付出
了不懈努力。

救援途中倾情接力

为内地培养海上救援人才、建
立救捞队伍，帮助内地进行采购谈
判、监造验收，将管理经验、技术知
识、 工作理念进行无私分享之外，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也积极
参与了许多内地救助任务。

2006 年 8 月，台风“派比安”
吹袭华南地区，中国货轮“永安
四号”及工程船“海洋石油 298”
先后在香港海域搁浅，香港飞行
服务队应广东海事搜救协调中
心要求接受任务，在疾风暴雨中
成功救出所有船员 91 名；

2011 年 12 月，渔船“粤陆丰
29928”在东沙群岛近岸搁浅并进
水，香港飞行服务队毅然承担起

“远程”搜救任务，在精准计算充
足燃油的同时，协调中国南海海
上钻油平台预备补给燃油，最终
8 名船员全部顺利获救；

2013年 8月， 一艘香港籍货
船在珠江口的万山群岛附近海域
发生倾斜进水， 并在短时间内沉
没， 经广东海上搜救中心组织协
调及两个多小时的粤港合力救
援， 粤港两地救助力量成功救起
货船遇险的全部 21 名船员，其中
香港飞行服务队救起 19人；

2014 年 9 月，货轮“浩俊”在
台风“海鸥”吹袭下于澳门西南
处失去动力，香港飞行服务队应
广东海事救援协调中心要求负
责营救行动， 在风浪中仅用 60
分钟便将 14 名船员悉数救上直
升机并送抵香港。

2008 年的汶川地震灾后救
援更让陈志培印象深刻。 他说，
这是香港飞行服务队有史以来
首次派出直升机及机组人员，飞
抵距离香港基地 1300 余公里以

外的陌生环境执行长时间的搜
救任务。“在救援行动展开的 21
天内，机队共进行 26 次行动，成
功救出 96 人， 并运送超过 10 吨
的食物及物资。 ”

“现在我们与内地的交流合
作更频繁和紧密了。 ”陈志培说，
对所有服务对象都能作出迅速
回应并竭力不断改善服务，是飞
行服务队的信念，他们参与内地
海上救生的足迹已遍布大连、蓬
莱、上海、舟山等地，并一直与内
地救助飞行事业携手前行。

每逢 7 月 1 日香港回归日，
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时，人们
总能看到他们在空中飞过、对着
国旗敬礼的雄姿。

“面对需要， 我们随时候
命。 ”飞行服务队空勤主任张子
轩对记者说。 2018 年数据显示，
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全年的总
飞行时数为 7234.42 小时， 救援
418 人，运送伤病者 1692 宗。

（据《人民日报》）

� � 近日，福建晋江出台关于
支持行业协会开展人才工作
十五条措施，通过支持行业协
会自主开发人才、培养人才以
及建设用才平台、开展人才服
务，进一步提高人才工作社会
化水平。

针对行业协会人员短缺
的实际，要求各个行业协会通
过整合行业内外的高层次人
才、人才工作者、海内外乡贤
等力量， 设立人才工作委员

会， 明确委员会工作职责，不
定期研究推进工作，进一步拓
宽人才工作的领域和视野。 市
委人才办每年从委员会中选
聘一批人才工作联络员，给予
每人每年最高 1200 元工作补
贴。 同时，在经费保障上，对承
接涉才部门的人才调研、对
接、评价等职能的，纳入年度
重点项目的给予最高 50 万元
补助，日常专项项目给予最高
5 万元补助， 确保行业协会有

源头活水。
鼓励行业协会自主开展行

业人才培养培训工作， 对培训
费用未超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培训管理规定 1.3 倍的， 每场
最高补助 10万元。鼓励建设行
业人才“学术圈”，营造良好学
习氛围，对承办行业学术交流、
行业技术研讨等活动的， 给予
2-4万元奖励； 对自主开展的
给予最高 20万元补助。

（据《中国组织人才报》）

河北：每年打造省、市级品牌社会组织各 10家以上

� � 4 月 4 日， 河北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关于促进全省社会
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政策吹风会。

措施中提出， 河北省将
加大扶持培育力度， 提升社
会组织发展质量。 开展品牌
社会组织创建活动， 每年省
级层面和各市分别打造 10
家以上品牌社会组织， 带动
全省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有效

提升。落实政府购买服务、免
税资格认定和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确认等优惠政
策， 加大对社会组织能力建
设的政策、 资金支持。 建设
省、市、县三级社会组织孵化
体系， 为入驻社会组织提供
党建咨询、专业培训、项目指
导、公益创投等专业化服务。

措施要求， 每个县至少
成立 1 家能够为困难群众、

孤老、孤残、孤儿等特殊群体
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专业社
会服务机构。完善城乡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区志
愿者“四社联动”机制，学习
推广“枫桥经验”，支持社区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
参与平安河北建设和服务群
众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据河北新闻网）

� � 3 月 28 日，上海市民政局印发
了《上海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
若干规定》。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规定》适用于全市范围内行业
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以下
统称“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

成立社会组织，申请人可直接向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 成立社
会组织需要行业资质许可的，申请人
应当在取得行业主管部门的资质许

可后，向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
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成立、 变更

和注销登记申请， 对需要征询意见
的， 应当以征询函的形式征询相关
部门意见。

社会组织应当健全以章程为核
心的独立自主、 权责明确、 运转协
调、 制衡有效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
机制，完善自律承诺，主动履行重大
事项报告和信息披露， 依法接受登
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和各相关部
门的管理和监督。 （王勇）

� � 4 月 1 日， 安徽省民政厅召开
“三社联动” 试点建设情况通报会。
第三方督导机构首先通报了 11 个
地市试点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各地
试点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工
作建议。“三社”处室深入分析工作
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总结交流试点
建设的做法和成效， 共同谋划推进
试点工作的任务和措施。

2018年， 安徽省启动了为期两
年的“三社联动”工程试点建设，先后

投入 487万元在合肥、亳州、宿州、蚌
埠、阜阳、淮南、六安、芜湖、铜陵、安
庆、黄山等 11个地市开展试点建设，
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联动
机制，构筑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
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支撑的城乡
社区治理体制，补足“三社”中社会工
作发展短板，探索提炼“三社联动”安
徽样本，不断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据民政部网站）

安徽：“三社联动”工程试点建设情况通报会召开

上海：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若干规定实施

� � 香港邮政今年发行的以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为主题的特别
邮票（新华社记者 李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