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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赐贵在海口会见了全国总工会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京华率领的国
务院安委会督查组一行。

刘赐贵表示，海南省委、省政府始
终把安全生产作为建设国际旅游岛的
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坚持“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坚持防范在前、教育在
先，重在平时的安全生产工作中多花
功夫、多下力气、排查隐患、消除风险，
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海南将以此次督查为契机，继续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安全发
展理念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化工、能源、交通
等领域安全生产为重点，严格日常管
理，做好安全防范，提高全社会的安全
意识，以安全稳定的良好局面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阎京华指出，海南省委、省政府对
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
带头研究工作、带队检查安全生产情
况，为全省作出了表率，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希望各有关单位在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继续努力，把安全生产工作做
得更好，助推海南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副省长李国梁
参加会见。

刘赐贵会见
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梁
振君）今天，省长沈晓明在海口与国家
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举行工作座谈，
双方就加强融资、融智合作进行了深
入交流。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以及省
委书记刘赐贵，对国开行多年来关心
和支持海南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长
期以来，国开行和海南保持非常紧密
的关系，双方在许多方面开展的互惠
互利合作也取得了良好成效，为双方
下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明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希望国开行继续关心和支持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一是加大信贷投放规模，
支持全省“五网”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
和重大项目建设。二是促进海南开放
型经济发展，支持海南华信、海垦集团

等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并购、投资、
贸易等。三是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
融智优势，就我省重大基础设施的融
资模式、土地资源资本化证券化等做
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四是支持海南生
态文明建设，全力保护好海南的碧海
蓝天。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
和支持国开行的发展。

郑之杰表示，国开行一直都十分
看重海南的发展，愿意继续在基础设
施建设、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棚户
区改造、十二个重点产业、百镇千村、
生态环保、“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强
省、民生领域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强与
海南省的合作，全面加快推动美好新
海南战略目标落地。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省
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座谈。

沈晓明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郑之杰举行工作座谈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9月18日清晨，阳光穿过树叶，照
在万宁市兴隆热带花园小径上。一个
戴着鸭舌帽，穿着拖鞋短衣短裤的老人
从树林里走出来，花白的胡子，黝黑的
皮肤。没有多余的客套，这个老农模样
的男子跟记者打了个简单的招呼：“来
啦，我们到咖啡厅去坐。”

他就是郑文泰，今年72岁，万宁当
地家喻户晓的“怪人”，印尼华侨后代，
本应接管庞大家族企业，成为一名打着

“飞的”的商人。1992年，他却做了一
个让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脱掉西装，
穿上短衣短裤成为奔波在兴隆一块荒
地上的园林工人。从此，“怪人”这个名
称在他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

不当董事长的“怪土豪”

1992年，是郑文泰人生的分界点。
1945年出生的他，从上世纪80年

代开始，就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
人。资产有多大？“我旗下的企业总资
产在上世纪90年代，在广东能排到第
五。”郑文泰说。那时，他是一家公司
的董事长。

1991年上半年，郑文泰在兴隆投
资建设一家酒店。一天清晨起床，他感
觉浑身发热，于是在浴缸里泡了个冷水
澡，结果刚刚躺在浴缸里没多久，就晕
倒了。

郑文泰躺在医院休养三个月，这个
本就不缺钱的董事长，越来越明白，生
命可能随时结束，但是深藏在自己心底
的那个梦还没有实现。

郑文泰15岁回国，19岁到万宁兴
隆华侨农场，用7年的时间，半工半读
完成了华侨大学植物分类细胞学课
程。正是这7年，让他迷恋上了绿色。
1971年，郑文泰先后前往香港、台湾等
地求学，学的均是土木建筑专业。这一
专业以及后来从事的工作让他更加深
刻地理解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
性。他心底那个梦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他要造一片绿色森林，让动植物在这片

绿色森林里和谐自由地生长。
1992年的一天，郑文泰来到兴隆，

和时任华侨农场场长黄炳松签署了一
个协议，农场出地，他出资一个亿，将农
场内一片5800亩的荒地打造成一片热
带雨林。

这一天前，他是西装革履的成功商
人。这一天后，他成了一个穿着短衣短
裤，整日奔波在荒地里的园林工人。而
他也有了第一个外号：“怪土豪”。

愿赔钱造林的“怪商人”

1991年，是郑文泰打造热带雨林
的时间起点。

一片热带雨林的自然恢复，需要
400年的时间。郑文泰要在那片5800
亩的荒地上恢复一片热带雨林，谈何
容易？

大病初愈的郑文泰，一出院立刻和
国内20多名植物专家取得联系。20多
人先后奔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
地，寻找一个最适合打造热带雨林的地
区，最后选定万宁兴隆。

“你现在看到这里到处是郁郁葱葱
的林木，当年我们可是花了不少心血。”
郑文泰指着外面的林木骄傲地说，当时
他一共招募了1000多个员工，这些员
工就做一件事，育化从国内外收集来濒
临灭绝的各种树种，等到种苗成型后，
再根据其生长的特性择地移栽。而最
初在园区，苗圃就占了十多亩地，可想
而知那是一场多大的“战役”。

“他每天都是6点多起床，在园区
巡查一遍后，就带着工人开始干活，一
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郑文泰当年的助
手黎良金说。很难想象，一个身家数亿
元的大老板，竟然穿着短衣短裤和园林
工人一起干活。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参与郑文泰热带花园建设已5年的合
作伙伴纷纷撤资。风景虽已初步形成，
但仍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而热带
雨林修复工程无回报，让郑文泰的资金
链濒临断裂。就在这时，当初并不支持
他这项事业的父母，看到郁郁葱葱的林

木和被晒得黝黑的郑文泰后彻底感动
了，果断出手资助自己的儿子。

几年后，当地房地产开始兴起，有房
地产商看中了郑文泰的热带花园，找他
商量，让他划出一小块地搞房产项目换
回一大笔资金，却遭到郑文泰断然拒绝。

为了筹集到更多资金投入到园区
建设，郑文泰开始不断接工程绿化项
目，通过从这些项目赚到的钱，来贴补
园区的建设。

“我最初的想法是投入1亿元，现
在可能已经好几个亿了。”愿赔钱造林
的“怪商人”郑文泰，未来还要投入多
少，赔进去多少，他都无所谓了。

不拿国际大奖的“怪老头”

几乎每天傍晚，郑文泰都会在园
区里的一棵大树下坐着，享受夕阳的
美好。

25年的时间，他打造的热带雨林已
经到了第二个恢复阶段。热带雨林面
积由最初的5800亩扩大到了1.2万亩。

为了将兴隆热带花园这片雨林修
复好，郑文泰每年都以各种形式邀请国
内、国际专家到园区内交流。通过这种
交流，不仅为园区生态修复提供智力支
持，也感染了很多心怀梦想的年轻人，

张继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大学毕业
后，在广州一家农林研究所工作了8
年，2016年年初，他毅然辞掉了这个

“铁饭碗”，只身来到兴隆热带花园从事
热带植物繁扩研究。

“我们需要找的种子太多了，很多
人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郑文泰已经
记不清有多少人给他带过种子。有一
年，一位陌生华裔人士给他来信，信中
说：从美国棕榈苏铁协会得知，郑文泰
先生正在建设热带花园，扇棕树在印度
濒临灭绝，加尔各答和兴隆所处地理纬
度相近，特寄去一些种子，让扇棕能在
中国海南生长。

不仅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认可，
郑文泰保护植物的行为也被一些国际
机构认可。2016年年底，国际植物园
保护联盟（BGCI）给郑文泰发来信函，
让他申报“马什国际植物保护奖”，张继
芳要帮他填写资料，却被郑文泰制止
了。“这个奖是植物保护领域国际大奖，
是授予提高公众植物保护意识作出重
大贡献的个人的。”张继芳说。

“我不需要什么大奖，我只想踏踏
实实将这片雨林打造好！”郑文泰回
答。在郑文泰的资料库里，张继芳看
到一大摞奖状和证书被丢在最里面的
角落。 （本报万城9月20日电）

25年豪掷数亿元 恢复万亩热带雨林

万宁“怪人”郑文泰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记者周晓
梦 实习生王靓婷）截至今日，在中央第
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的第三十
一批群众举报件中，经调查处理，已依法
办结43件，正在办理39件。

第三十一批群众举报件实际办理
82件，其中，原转办编号为X31043号
群众举报件，我省按投诉要求转交给海

口市办理，经核实，该信访件不在海口
市管辖范围，调整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办理；原转办编号为X31062号群众
举报件，我省按投诉要求转交给澄迈县
办理，经核实，该群众举报件不在澄迈
县管辖范围，调整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办理。

经核实，情况属实21件、部分属实

44件、有待核实1件；情况不属实16件，
按办结统计。

此外，《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
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 31 批）》
全文内容可在海南省政府网站、海
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网站、海南日
报客户端等平台上查看，或扫描二
维码获悉。

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第三十一批群众举报件已办结43件

《群众信
访举报转办
和边督边改
公开情况一
览表（第 31
批）》

25 年，耗资数亿元，造林 1.2 万亩
……在这一方热土上，郑文泰先生不辞
辛劳，筑梦前行，为了实现心中的绿色
梦想，他倾尽所有，带着一帮员工恢复
荒地植被，保护濒危植物，再造热带雨
林，为海南生态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25 年来，郑文泰先生不计个人得

失、不求利益回报，只为做对国家好、自
己觉得值的事，不仅在土地上种下了不
计其数的濒危植物的种子，更在无数人
的心中种下了珍贵的护绿、造绿的精神
种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5年来，

郑文泰先生带领员工埋头苦干，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劳动，不仅成为践
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
特区精神的生动展示，也成为了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理念的鲜活案例。

只要心中有梦，便能绿满人间。如
今，这种无私造绿、埋头苦干的精神种
子，已在琼州大地落地生根，并萌芽成
长为海南绿色发展的底色，成为了谱写
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绿色墨水。大力
弘扬这种精神，便能不断为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使每一个绿色梦
想都变为现实！

一颗珍贵的精神种子短评

本报三亚9月20日电（见习记
者徐慧玲 通讯员王文 李琨）“打开尘
封的相册，品味传奇人生……”今天上
午，世纪忠诚——解放军总医院4位
百岁专家事迹报告会在三亚举行。三
亚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解放军总医
院代表、三亚警备区代表、海警二支队
代表等近千人到场聆听。

报告会以舞台情景诗话剧的形
式，运用视频、图片、音乐等多种方式，
展示心脏病学家牟善初、胸心外科专
家苏鸿熙、口腔医学专家周继林、妇产
科专家叶惠方等大医大德、大忠大爱、
大美大义的高尚品质。

解放军总医院牟善初、苏鸿熙、周
继林、叶惠方等4位百岁专家，是经中
央批准树立的全国重大典型。

解放前，血吸虫病遍及江南12个
省、市的350个县，受感染威胁的人口
达1亿以上。1950年，心系群众健康
的牟善初主动请缨，住农家、下稻田，
挑灯夜战做试验，摸索制定出一套治
疗新措施，将治疗周期由20天缩短到
6天，大大提高了疗效……

上世纪50年代，苏鸿熙完成学业

准备返回祖国时，被美国当局列入限
制返回中国的50位科学家名单中。
面对种种诱惑，他不忘初心，冲破重重
阻碍，历时52天，辗转6个国家，行程
近10万里，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扛
起了我国心脏外科学建设的大旗……

我国口腔颌面修复专业的开拓
者、口腔科创始人周继林为攻克“颞颌
关节强直”这一国际医学难题，在5年
多时间里，反复进行科学论证、临床实
践和比较改进，提出了“乙状切骨原
则”，颠覆了传统关节切除方法，使该
病术后复发率从90%降至0……

“为了帮助外地贫困患者，让一家
三口在自己家里免费吃住两个多月，
直至把病治好。”这样的故事对著名
妇产科专家叶惠方来说数不胜数。
她在国内首次推行了“无痛分娩法”，
并创下了北京市妇产科剖宫产率最
低的纪录……

听了报告会，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分院护士王赛楠感慨万千：“4位百岁
专家的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是‘医者父
母心’的生动写照，我将以他们为标
杆，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

解放军总医院4位百岁专家事迹报告会三亚举行

跨越世纪的坚守激励人心

万宁兴隆，郑文泰（左一）和工人一起在热带花园里干活。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讯（记者孙婧）日前，就三起群
众举报件所反映的医疗污水直排污染、
大东海附近小区排污问题，三亚市公开
了整改及问责情况，6名干部及公职人员
被追责。

根据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的公开
情况显示，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交
办的D02083群众举报件反映，三亚市人
民医院在距附近小区3米处建有医疗污
水处理站，现阶段污水处理站已拆除，医
疗污水直接排放，量大味道重，已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8月12日，三亚市环保局

联系相关部门开展现场调查。经查实，
该医院临时污水处理站的设施未进行密
闭，导致异味飘散。该局当天下达了责
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医院方面
已于8月13日完成加盖密闭整改。

而此前，三亚市人民医院在2016年
11月至2017年4月间曾有过4次超标
排污行为。三亚市环保局已做出了4次
行政处罚，共计罚款约128.8万元。该院
于2017年5月新建临时污水处理站，经
处理的医疗废水水质已达到相关标准，
即改正了超标排污的违法行为。但截至

目前，该院仍有约64.8万元行政处罚罚
款未缴纳。

对三亚市人民医院未缴纳罚款和没
有及时缴纳罚款的行为，三亚市纪律检
查委员会（监察局）正在进行立案审查，
已对三亚市人民医院分管副院长周德
垒、三亚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陈峰进
行通报。

另一个公开的问责典型案例，是源
自X14009和X21027两件群众举报件
的整改情况。群众反映大东海旅游景区
附近的三亚金陵海景花园小区有污水

坑，以及建筑垃圾堆放点，产生臭气蚊蝇
滋扰。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的群众
举报件后，三亚市吉阳区8月22日着手
调查，证实了群众反映问题的存在。

在通过整改彻底解决问题后，三亚
市纪委对市住建局副局长朱文灼、吉阳
区副区长石廷伟进行了约谈；对吉阳区
住建局局长李建峰、吉阳区住建局副局
长李江进行通报。

此外，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对三
亚金的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总监
庄海平处以15日行政拘留。

就群众举报件反映的典型问题

三亚公开问责干部及公职人员6人

◀上接A01版
全国民航“机务维修先进集体”等30
余项荣誉称号。

飞机的每一次平稳安全着陆，都
来自平日里一刻也不敢松懈的安全培
训。近年来，南航海南分公司先后举
全公司之力推进航空公司安全管理系
统建设，设立安全管理培训年，打造
遵章守纪安全管理文化，并通过开展
百日安全生产竞赛、“十佳安全标兵”
评选等活动，把安全意识深深植入每
个南航人心中，变“要我安全”为“人
人要安全”。

立足海南，打造“空中丝路”
一直以来，南航海南分公司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先后开通海口—广
州—韩国首尔、三亚—广州—日本大
阪、海口—广州—缅甸仰光、三亚—广
州—印度德里4条国际航线，以拓宽国
际航线推动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的旅游、经贸、文化交流。

南航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25年前南航海南分公司率先引进
3架757飞机，开启了海南民航发展
的新篇章。经过25年艰苦奋斗，南航
海南分公司打造了全新豪华空客机
队，航线网络也从最初的8条发展到
现在的46条，已累计承运旅客8000
余万人次，货邮运输量77.3万吨。

借助国际航空服务网络、大南航

航线网络，海南始发旅客可通达全球
1052个目的地，前往177个国家和地
区。此外，南航海南分公司还切实履
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参与汶川地震物
资援助运输等重大航空运输任务，得
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

真情服务，树立南航品牌
“今早在海南飞往北京的航班上身

体偶感不适，感谢南航CZ3119航班机
长、乘务长及全体机组人员在3小时里
无微不至的照顾。”9月15日，一位南航
旅客在微博中写下这段感谢的话。

在南航海南分公司执飞的25年
间，“真情服务”已成为南航海南分公
司全体机组人员的服务常态。

为打造出优秀的空地服务品牌，
提高服务质量，南航海南分公司形成
了服务环节整体联动、标准统一规范
的空地服务体系，先后推出“服务邀您
打分”“特色饮品迎贵宾”“南航行——
海南一票通”特色服务，为旅客提供了
全新的服务体验。此外，南航海南分
公司还在万米高空推出“空中品茶”

“机上减压操”“空中旅游向导”系列特
色服务，与旅客真情互动，拉近了与旅
客的距离。

长空追梦，步履不停。南航海南分
公司正在积极开拓新航线，为提高海南
的国际化水平、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贡
献力量。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廿五载扎根琼岛逐梦蓝天

◀上接A01版
网上审核、网上办结、快递送达、评价
反馈’的办理模式，来实施全程网办。”
该负责人介绍，服务对象在事前、事
中、事后都可以利用在线咨询“有疑就
问”，相关政务服务机构“有问必答”

“答必解惑”。并且，政府审批部门会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要便民，先“修路”。我省推行“不见

面审批”试点，目标不仅在于架设互联
网之路，真正实现审批网上批、快递送、
不见面，更在于推动“放管服”改革，打

造服务型政府，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
优化政务服务供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解决影响群众办事创业的难点堵
点。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目前已将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核发等 10
个项目作为首批“不见面审批”试点事
项，纳入全流程“不见面”。下一步，
在取得一定的经验的基础上，将陆续
把安监部门其他行政许可事项纳入

“不见面审批”，真正做到促发展、惠
民生。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信息多跑路 百姓少跑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