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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5月11日电（记者
岳冉冉）中科院科学家通过对海南
岛植物区系的研究，从生物地理上
首次揭示了海南岛的起源，提出海
南岛在始新世时（距今约 5300 万
年）是连接着越南和我国广西壮族
自治区，后来发生了向东南的移动
和旋转，最终到达现在的位置。该
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公
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

据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朱华介绍，
科学家从海南岛现存的植物物种入
手，通过对比海南岛周边的越南以
及我国广西和广东的植物区系，发
现海南植物区系与越南植物区系的
类似性最大，其次是广西植物区系；
在所比较的植物区系中，有110个
属仅海南与越南共有，有7个属仅海
南与广东共有。在海南植物区系

中，仅有7个特有属和约10%的特
有种，非常低的特有性显示了它的
大陆起源特征。而在哺乳动物上，
也显示了与植物区系类似的生物地
理格局。

朱华说：“现在的海南植物区系
以热带分布的科和属占优势，显示
了它是一个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
并有热带亚洲亲缘。”

下转A02版▶

科学家从生物地理上揭示海南岛起源

5300万年前海南岛连接越南和广西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马珂）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省卫生计生委联
合举办的第三届2016年度海南“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活动12日正式启动。

据了解，2014年6月，在省卫计委
的支持下，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起首届
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大型公益
活动，至今已举办两届，共报道了115
名好医护的故事，推选出了20名海南
好医护和10名海南好医护提名奖。

（活动情况及规则详见B07版）

第三届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
医护”活动启动

快来推荐
您心目中的好医护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国家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的第一次全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新形势下人口和计生工
作。省长刘赐贵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省长陆俊华主持会议，省政
府秘书长陆志远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市县、洋浦开发区和有关单位
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全面回顾了我省2015年
及“十二五”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

作情况，部署了2016年人口和计生
工作；通报了2015年度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结
果；省委、省政府与各市县政府代表
签订了2016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书；
海口市、白沙黎族自治县就做好人口
和计生工作的经验作了交流发言。

2015年年末，我省常住人口为
910.82万人，人口出生率14.57‰，
人口自然增长率8.57‰，符合法定
生育率92.7%，完成了“十二五”人
口发展规划目标。

刘赐贵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
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要全面理
解、准确把握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基
本国策的新内涵。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新一届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着眼人口与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具有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要
站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坚
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坚定

不移地做好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
为发挥“三大优势”，推动实现“三
大目标”、践行“三大愿景”创造良
好的人口环境。

刘赐贵强调，谋划我省今后一
个时期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人口
素质。各地各部门要适应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新形势，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关于人口计生工作的新政策，确
保全面两孩政策稳步实施。一是要
加强宣传引导，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李鹏）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日前出台的《海南省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工作方案》提出，2016年底要初步完成8项重
点任务，包括探索扩大旅游、医疗健康、运输、文化体育
娱乐、保险服务贸易双向开放和教育服务贸易对外开
放政策措施；推动服务外包做大做强，提升服务跨境交
付能力；探索中医药服务贸易规范化和标准化。

根据该方案，我省选择在旅游、教育、医疗健康、
运输、文化体育娱乐、保险、服务外包、中医药服务等
6大重点领域8个方面开展创新试点，力争通过两年
试点实现贸易额翻番，并在制定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相关政策法规、制定旅游业服务贸易便利化措施、创
新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建立医疗服务贸易发
展新机制、建立科学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5个方面
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相关报道见A04版)

我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出台

将在6大重点领域
开展8方面创新试点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2016年5月13日至19日，共5个工

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

场 1号楼 308 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6年5月12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公告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光）
记者昨日从海南农垦2016年度工作会议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海南农垦今年全面
推进新一轮改革，按照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的改
革发展方向，今年6月份将启动农场办内部社会职
能分离改革，确保在年底前全面完成。

今年农垦将争取在5月签订试点单位红光农
场、蓝洋农场社会管理职能移交协议；争取在6月底
前完成东昌居试点工作并挂牌运作；争取在6月底
前完成垦区公安及从事协警工作的保安人员移交；
力争在6月底前完成40个农场所属公办学前教育
机构一次性按现状成建制移交地方管理；力争年底
前完成78个农场（所）医院、防疫站（组）、卫生所
（室）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同时，农垦加快农场办社会职能内部分离。各
农场要按照“职能、机构、资产、经费、人员”五分开的
要求，认真厘清办社会职能情况，全面推行内部社会
职能分离。6月启动分离改革工作，确保在年底前
全面完成。

海南农垦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

农场内部社会职能
分离改革下月正式启动

海南省人民政府
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本报深圳5月11日电（记者尤
梦瑜）今天下午，海南省政府在深圳
举办“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产业重点
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来自省内
外多家企业共签订6个项目合作协
议，签约总金额1650多亿元人民币。

签约仪式上，儋州市政府与恒

大集团海花岛产业集团达成重大战
略合作：由恒大集团投资1600亿元
人民币，在儋州打造海花岛“文化娱
乐城”“华夏影视基地”等一批文化
建设项目，形成国内一流的现代文
化旅游景区。据悉，这是我省自参
加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以来，招商活动签约的最大一
笔投资项目。

除此之外，海南联合资产管理
公司与“五环城”大型文化体育项
目，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清控三联创业投资（北京）有限
公司，海南百荟香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与韩国明宝国际航空株式会社，
三亚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
省电子竞技协会、海南乐狐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三亚漫盟文化创意发
展有限公司与网易公司等企业进行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或项目合作的
签约。 (相关报道见A03版)

我省在深圳举办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

6个项目签约金额1650亿元

5月11日，海棠湾财经国际论坛中心外部施工基本完成。
据悉，三亚海棠区今年共有109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投资193.51亿元，其中，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50.21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25.9%，超序时进度0.9个百分点，同比增长57.1%。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瞰新闻

三亚海棠区一季度
固投同比增长57.1%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周
元）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
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研
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他强调，全省
各级党委政府要用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指导海南当前经济发展，把握
大势，立足长远，标本兼治，切实解决
好去库存、调结构等突出问题，实现
新常态下海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许俊、马勇霞、
李秀领、孙新阳、刘新、张琦、胡光辉
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于迅，以及其
他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等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针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中的突出问题，分析论述透彻，为我
们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当前经济形
势，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
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并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和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牢固树
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抓好我省
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我省今年1至4月份
经济运行总体向好，但也要正确认清
当前经济形势，做好打攻坚战、持久
战的准备，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
点任务。要认真分析海南经济发展
中的不足，加长短板，标本兼治，量入

为出，积极稳妥推进各项措施，切实
解决隐患。特别要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加大招商引资，狠抓有可持续税
源的实体经济；大力调整农业种植养
殖结构，解决农业低效问题，促进农
民增收；主要领导干部要把去库存作
为重点工作来抓，促进最终消费，带
来直接效益，为海南经济长远健康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反腐败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精神，指出
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党
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回应人民群众关
切、彰显惩治腐败决心的重大举措。
全省各有关部门要全力加强协作配
合，形成强大合力，做到追防并举；要

用足法律政策，创新方式方法，穷尽一
切办法，加大对我省尚未归案的两名

“红通”外逃人员云健、王黎明的追捕
力度，绝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会议传达学习了王岐山同志近
期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坚持把纪律挺
在前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深化和压实
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用好正反典型，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海南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和干部保障。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共海
南省委关于成立市县乡换届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关于认真做好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
作的通知，这两个通知分别明确了我
省市县乡换届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及
组成人员、总体要求、有关政策和纪
律要求等。会议强调，乡镇领导班子
换届是我省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换届
工作作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的重要契机，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换
届工作全过程，精心组织谋划，确保
配出好班子，换出好面貌。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法队伍
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海南
省市县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试行）和海南省党委（党组）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并研究了其
他事项。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总书记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罗保铭强调

立足长远把握大势 标本兼治解决问题
实现新常态下海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刘赐贵李军出席 于迅列席

今日论语

■ 袁锋

“5·12”国际护士节来临，然而，近
期国内发生的几起骇人听闻的伤医、
杀医事件，给这个日子蒙上了一层伤
痛的色彩，也让社会各界的目光聚焦
医务工作者的境况。

设立国际护士节的宗旨，就是倡
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勇
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大
部分医务工作者选择这一职业，是受
到了悬壶济世、扶危济困崇高信念的
感召。这样的职业选择，值得尊重与
敬重。如果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威胁
到医护的人身安全，必然违背天道人
伦，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只有树立起“爱护医务工作者就是爱
护我们自己”的观念，才能让医患和谐
关系拥有更稳固的社会根基。

医者值得尊重

5月15日起，
列车运行大调整
粤海铁新增1对长春—三亚列车
停开K407/408海口—长沙列车

强降雨
致江南华南西南
76人死亡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