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
懂
海
南

看
我
们
的

导读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南到东南风3级 温度 最高32℃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二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20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戊戌年五月十三 廿四小暑 2018年6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541号 26

俄罗斯世界杯赛事前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党的领
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
势，完善治理体系，压实工作责任，
广泛发动群众，走中国特色的毒品
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
毒人民战争。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禁毒委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
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主动作为、攻
坚克难，推动禁毒工作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果。

习近平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
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
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要
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加大重
点地区整治力度，坚决摧毁制贩毒团
伙网络，深挖涉毒黑恶势力及其“保

护伞”，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
壤。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重
点针对青少年等群体，深入开展毒品
预防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
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1987年 12 月，第 42 届联合国
大会决议，正式将每年6月26日定
为“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
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张振
豪）记者今天从海口海关获悉，今年1-5月海南外贸
进出口总值265.7亿元，其中东盟成为海南最大贸易
伙伴。海南与俄罗斯、印度等7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贸易往来表现抢眼，进出口总值达16.8亿元，同比
增长1.1倍。

据统计，今年1-5月海南与143个国家及地区有
贸易往来，其中，东盟成为海南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
64.1亿元，同比下降32.8%，占同期海南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 24.1%；对美国进出口 58.7 亿元，同比增长
54.4%；对欧盟进出口45.7亿元，同比增长33.5%。

就市县贸易情况而言，儋州（含洋浦经济开发区）
和海口占比超八成。儋州（含洋浦经济开发区）进出口
117.4亿元，同比下降31.5%，海口进出口108亿元，同
比增长 45.2%，两者合计占海南外贸进出口总值
84.8%。此外，全省有8个市县进出口值均实现正增
长。商品出口方面，以成品油为首的主要出口商品下
挫明显。

今年前5月海南外贸
进出口总值265.7亿元
东盟成为海南最大贸易伙伴，与上合
组织成员国贸易额同比增长1.1倍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向权）记者今天从省河长
制办公室获悉，全省52条省级河流的

“一河一策”方案编制已于近日完成。
该方案围绕问题、目标、任务、措施和
责任列出清单，建立“一河一档”信息，
为下一步河流管护治理和水生态文明
建设打好基础。

省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一
河一策”是创新河湖管护体制的主要落
脚点，也是河长巡河、管河、护河、考核
的重要依据，包括水质监测、水污染防
治、水域岸线管护、水环境治理等多个
任务，涉及水务、环保、住建、农业等多
个部门。“一河一策”方案编制时间紧、
任务重，为确保今年6月底前完成该项
工作，省河长制办公室要求每周汇总
一次各市县“一河一策”编制情况，通
报一次工作进度，直至全部编制完成。

全省52条省级河流
完成“一河一策”方案编制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
燕）省考试局6月25日中午发布公告：2018年我省本科
A批、自主招生及艺术类本科批（文化课）的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已经划定。

根据统计，全省本科A批文史类上线人数为6934
人，理工类上线人数为17790人。符合2018年国家专
项计划报名条件的文史类考生共298人，理工类考生
共1002人。

本科A批文史类、理工类考生成绩分布表、符合
2018年国家专项计划报名条件的文史类、理工类考生
成绩分布表可登录省考试局官网查看。

(相关报道见A03版)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况
昌勋 王玉洁）今天晚上，省长沈晓
明在海口会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当天，郑永年
受邀为海南各界代表作题为“新加
坡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对海南的启
示”的辅导报告。

沈晓明说，海南正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主席“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积极在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新
加坡是较为成功的自贸港，又与海
南同为岛屿经济体，在自然环境、发
展条件等方面相似，许多的好经验、
好做法值得海南学习借鉴。感谢郑

永年教授为海南传经送宝和对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的建议。

当天下午，郑永年为海南省直
机关、部分市县、科研院所、高校、金
融机构等500多名代表作了辅导报
告。他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建设自由
贸易港的历程、模式和经验，并从制
度创新、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人才

引进、发展优势产业等方面对海南
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提出
了建议。报告后，与会人员就对标
国际通行规则、金融开放、增强老百
姓获得感等问题同郑永年进行了互
动交流。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会见。

沈晓明会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二级企业董事长最高有近50万
元绩效薪酬，最低是零元绩效薪酬，
这是农垦改革实现转企改制后的薪
酬变化。

“‘效益论英雄，年底见分晓’这
样的体制机制，遵循了市场原则，激
励人去创造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
海垦旅游集团董事长石向荣深有感
触地说。作为规划专业的人才，石
向荣曾是海口市旅游委总规划师，
两年前“下海”应聘来到海南农垦。

新一轮农垦改革启动以来，海南
农垦产业发展急需大批人才。海垦
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表
示，海南农垦正实施“大方引才、大度
容才、大气励才”的人才强垦战略，坚
持党管人才的基本原则，以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调整和优化

人才结构为主线，以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为重点，大兴识才敬才用才励才之
风，为农垦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以产业选才，形成人才
“强磁场”

2016年，来到海南农垦的石向
荣，利用自身规划方面的特长，积极
向儋州市政府主动争取，将原蓝洋农
场纳入“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为海垦
旅游集团重大项目落地提供规划依
据。如今规划打造的莲花山温泉森
林公园即将亮相，海垦“八八战略”再
添重头项目。

“拿出一批‘含金量’高的岗位面
向社会招聘，这在农垦历史上绝无仅
有！”海垦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
长李健告诉记者，海南农垦原来的人
才结构相对单一，年龄结构不合理。
转企改制后的海南农垦，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重
点发展“八八战略”中的八大产业和
符合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的产业，急
需一批符合产业发展的人才。据介
绍，2018年海垦人才计划即将发布，
拟招募岗位340个，其中高端人才
12个、中层管理岗位61人。

集团设立集团战略咨询顾问委
员会实施柔性引才，聘任上海光明集
团原总裁曹树民、中国农业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院长助理杨富裕、光明食品
集团副总裁张汉强等10名企业家和
专家学者担任专家顾问，为集团决策
提供“一对一”高端咨询。

水积鱼聚，木茂鸟集。海垦控股
集团坚持以产业为导向招揽人才，遵
循市场规律，更加突出人才与产业的
匹配度，正在形成人才的磁场效应。

以平台用才，为人才
提供大舞台

眼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激战
正酣，位于海秀路上的海垦广场推出

“世界杯狂欢嘉年华”，打造球迷“深

夜食堂”，人气爆棚。然而，这块位于
市区重要地段的土地曾经沉睡多年，
在提出规划建设海垦广场后，又因诸
多因素，工程近乎停滞。

2015年，海南农垦引进职业经
理人卢致洲担任海垦商开公司总经
理，主导海垦广场开发建设。海南农
垦看中了卢致洲此前参与开发过省
内外多个商业地产项目，而卢致洲看
中的是作为省重点项目的海垦广场
建设给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任职前心里也有顾虑，农垦刚
转企改制，担心企业运行依然存在

‘行政化’色彩。”卢致洲告诉记者，如
今可以肯定地说，以前的担心都是多
余的，这里为我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
一个好平台。

“项目建设离不开人才支撑，项
目建设可以吸引、培养和造就大批人
才。”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王业侨表示，海南农垦按照“八八
战略”布局先后成立了八大园区、八
大产业集团，目前正在推进新能源汽
车、海洋牧场等产业，可以为多类人
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平台。

为了破除选人用人上“论资排
辈”的弊病，海垦控股集团党委近期
提出将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
人导向，大胆引进和使用信念过硬、
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
过硬的管理人才到重要的重要岗位，
营造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氛围。加
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海南农垦，
正在不断地为人才提供一个又一个
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以环境留才，释放人才
干事创业激情

1991年出生的陈丰伟，硕士研
究生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
年从招聘报名的近2000人中脱颖而
出，通过层层选拔成为海垦“青苗计
划”招聘的28名管培生之一。

“青苗计划”不仅是一项选人用
人计划，更是一项立足于海垦培养中
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产业领域专家
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管培生入职
后，要经历见习期、重点经营企业轮
岗和定岗专业培养， 下转A04版▶

海垦控股集团实施人才强垦计划，识才敬才用才励才

“人才磁场”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6月23日，航保人员起吊琼州
海峡的灯浮标。记者今天从交通运
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海口航标处
获悉，历时 4个多月的琼州海峡
2018年度灯浮标保养工作顺利完
成，59座灯浮标焕然一新。

文/本报记者 宋国强
图/通讯员 肖小月

琼州海峡
59座灯浮标
完成保养

我省高考本科A批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划定

文史类579分
理工类539分

批次 艺术类本科文史类 理工类 体育类

本科A批

国家专项
计划

自主招生

579

579

655

539

539

602

439/77

439/77 376

须面试的专科提前批实行先填报志愿后再划定分数线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金
昌波）今晚，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
部召开第15次会议，传达近日省委
书记刘赐贵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重要指示的要
求，研究部署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
改大比武工作。省委副书记、指挥
部指挥长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副
省长、指挥部副指挥长刘平治出席。

近日，刘赐贵书记对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重
要指示作出批示，强调要深刻领会、
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紧密结合我省脱贫攻坚实际，扎
实推进各项扶贫措施的真正到位，
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高质
高效推进2017年国家考核反馈问
题的整改工作，打一个漂亮的翻身
仗，我省决定开展2018年打赢脱贫
攻坚战问题整改大比武，奖励先进、
鞭策落后，进一步营造脱贫攻坚“比
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
学习了刘赐贵书记的重要批示，省
有关部门分别汇报了大比武观摩、
抽查、擂台等活动方案，与会人员展
开深入讨论，提出具体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最近
对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的重要指
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当前，
我省正处在脱贫攻坚整改工作的关
键时期，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刘
赐贵书记批示要求抓好学习贯彻，
时刻保持紧张状态，全力投入脱贫
攻坚战斗，确保实现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奋斗目标。在各市县、各乡镇、
各村之间开展脱贫攻坚大比武，对
于层层压实脱贫攻坚责任，检验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成效具有重要

意义。要突出问题导向，紧密结合
国家考核发现的5大类17个方面的
问题确定比武项目，量化考核标准，
力求更加全面准确客观反映各市县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要在“大
比武”中比干部的责任担当、政策水
平、思路方法、工作作风，强化结果
运用，推动各级党政领导在比中学
习、比中提升、比中赶超，比出脱贫
攻坚新业绩。

刘平治就进一步完善活动方案
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议。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召开第15次会议

研究部署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大比武工作
传达刘赐贵批示 李军主持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朱玉 莫若慧）记者今天
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获悉，今
年1-5月我省核电、水电、风电、光
伏等清洁能源发电量合计 38.67 亿
千瓦时，占统调发受电量的34.19%。
这相当于节约标煤 115.29 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302.06 万吨，减少
二氧化硫排放2.21 万吨，在满足海
南用电需求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
环境。

其中，光伏发电上网电量同比大
幅增长56.78%。为促进清洁能源消
纳，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按照节能
发电排序优先安排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发电，深入挖掘系统调峰潜力，最
大限度消纳清洁能源；并通过积极推
进琼中抽蓄#3号机组并网发电，充分
发挥抽水蓄能电站快速“削峰填谷”
的作用，促进低谷风电消纳。

今年前5月我省清洁能源发电
占比超三成

光伏发电上网电量
同比增长56.78%

A02

A04

B04

阿根廷队是走是留，
全看此战

台风天气、生产淡季等多重
原因叠加导致近期菜价上涨

海口出台四项措施
稳定菜价

举报毒品犯罪有奖励

我省累计
发放奖金268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