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受西南气流影响，海南岛晴间多云，
北部和中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
大部分地区33℃～36℃

6月26日～28日
受季风槽影响，海南岛有雷阵雨、局地

大到暴雨；最高气温31℃～34℃

6月29日～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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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实验室类
1 吴永忠 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 严子梦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

公司
3 季秉清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

公司

4 王 宁 海南大学
5 王钦军 三亚中科遥感研究所
6 胡永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7 王咸鹏 海南大学
8 廖 波 海南师范大学
9 郑作环 海南师范大学
二、重点学科类

1 曲 轶 海南师范大学
2 万迎朗 海南大学
3 高圣惕 海南大学
4 高艳安 海南大学
5 施海涛 海南大学
6 郭志强 海南大学
7 于法标 海南医学院

8 李 森 海南师范大学
9 陈 红 海南师范大学
10 孙 玮 海南师范大学
三、重点专科类
1 方 勇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2 姜鸿彦 海南省人民医院
3 黄治物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一、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汪峻峰 海南大学
徐国杰 海南华益泰康药业有限公司
齐念民 海南新生命干细胞医疗有

限公司
二、国家“万人计划”人选
王崇敏 海南大学
罗 杰 海南大学
王旭初 海南师范大学
李红庆 海南华侨中学
彭晓彤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

黄文江 三亚中科遥感研究所
刘文民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王俊红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马冰峰 海南金渔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
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罗素兰 海南大学
四、中央直接联系专家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

究院
李建保 海南大学
林 强 海南师范大学

刘国道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彭 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五、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李灼日 海南省人民医院
六、“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
周永灿 海南大学
王凤阳 海南大学
尹建华 海南大学
陈光英 海南师范大学
王习明 海南师范大学
谭光宏 海南医学院

李孟森 海南医学院
马燕琳 海南医学院
郑少江 海南医学院
曹 阳 琼台师范学院
王庆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李开绵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朱恩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谢江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向 伟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傅杨荣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
蔡 智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

限公司

2018年度海南省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配套资助公示人选

根据《关于做好2018年度海南省
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配套资助申报工
作的通知》（琼人才办通〔2018〕6号），
经申报受理、现场审核、核查研判等程
序，共产生36名2018年度海南省国
家级人才项目人选拟配套资助人选，
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间，如对拟配
套资助人选有异议，请通过书面形式
向我办反映。

公示期限：2018年 6月 25日至

27日
联 系 电 话 ：（0898）65311221

65365969（传真）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

号海南广场1号楼203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25日

2018年度海南省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
配套资助人选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2017年海南省
“百人专项”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琼
人才办通〔2017〕30号），经申报受理、
初审复核、专业评审、实地考察和评议
把关等程序，产生22名2017年度海
南省“百人专项”拟推荐人选，现向社
会公示。公示期间，如对人选有异议，
请通过书面形式向我办反映。

公示期限：2018年 6月 25日至

27日
联 系 电 话 ：（0898）65311221

65365969（传真）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

海南广场1号楼203室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25日

2017年度海南省“百人专项”人选公示 2017年度海南省“百人专项”人选公示名单
（按评审情况排序）

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

■■■■■ ■■■■■ ■■■■■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王天巍 翁小芳）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
本周前期受季风槽影响，海南岛多雷阵雨天气；后
期转受西南气流影响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
将升高。预计7月可能有1～2个热带气旋影响
海南岛。

海洋方面：6月25日～7月1日，西沙、中沙和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6级、阵风7级～8
级；其余各海区风力5级，雷雨时阵风7级～9级。

三亚启动互联网
微型创意企业创业大赛
总奖金50万元

本报三亚6月 25日电 （记者孙婧）今天，
2018第七届三亚互联网微型创意企业创业大赛
进入项目征集期，以“新兴产业”或“互联网”为主
题的项目均可报名参赛。赛事设置总奖金为50
万元。

记者从赛事主办方得知，本届比赛项目征集
期持续至8月25日，将更加突出互联网属性，要
求所有参赛项目紧扣“新兴产业”“互联网”主题，
可以包括互联网产品、云计算、人工智能、认知服
务、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三维
打印、游戏开发等内容。

本届大赛参赛项目分为两个组别进行。其中
企业组奖金共40万元：一等奖一名，奖金15万元；
二等奖三名，奖金各5万元；三等奖五名，奖金各2
万元。学生组奖金共10万元：一等奖到三等奖名
额同上，奖金分别是5万元、1万元和4千元。

有意愿参加比赛的个人或团队可以查询大赛
官方微信公众号（三亚互联网微型创意企业创业大
赛）或登录大赛官方网站（http：//www.statac-
celerator.com/about4/）了解更多参赛事宜。

此次大赛由三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三
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共青团三亚市委主办，三
亚科技旅游娱乐文化加速器（STATA三亚加
速）承办。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今天晚上播出
的第9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邀请到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副主任周国明，向大家介绍我省健康
扶贫领域的相关政策。

健康扶贫针对的是农村贫困人
口（即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农村

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目的是为
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周国明说，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坚中
之坚，我省多措并举打好健康扶贫组
合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因病掉队，
全力助推精准扶贫。

为了让更多贫困群众能充分了
解健康扶贫政策，周国明在本期的

夜校课堂上用6句话对各项政策进
行了精准通俗的概括：政府出钱帮
参保、住院不用交押金、报销比例
高、结算不用跑、大病集中治、签约
服务好。围绕这6句话，他还结合
实际案例对健康扶贫政策进行了细
致讲述。

通过周国明详细的讲解，现场听

课的夜校学生对健康扶贫的各项政
策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周国明也借
此机会向广大贫困群众发出呼吁，希
望大家可以了解政策、利用政策，做
到有病不要怕、有病可以治，有效阻
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收看本期节目。

第9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

六条“金句”助贫困户了解健康扶贫

第三期“站起来”海南骨科
慈善救助项目启动
符合病情标准的患者
可获5000-15000元救助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记者
叶媛媛）今天下午，“站起来”海南骨
科慈善救助项目第三期在海南骨科
医院启动，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获
5000-15000元的救助金额，进行
骨伤骨病治疗。

海南骨科医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救助项目是由海南省医疗救
助基金会发起设立，由海南骨科医
院作为救助项目定点医院，旨在救
助海南贫困骨伤骨病患者的慈善项
目。此项目自2016年8月正式成
立以来，经过两期的运作，已募集
20余万元善款，成功救助了30多
位贫困骨伤骨病患者。

在救助项目运行期间，符合国
家民政规定救助条件的海南本地户
籍骨伤骨病患者可与海南骨科医院
取得联系，申请救助款项。值得一
提的是，已经建档立卡的我省贫困
户、低保户骨伤骨病患者，可获得项
目的优先救助。经病情筛查后认定
为符合救助标准的，患者或患者家
属可拨打申请救助热线96369。

■ 本报记者 周元

“黄书记说过几次这里的百香果
枝条太密，我们收完这一批的尾果，
要修剪一下，不然以后果子长不大。”
6月22日上午，临高县多文镇凤雅村
贫困户符汝坐在自家果园边的空地
上，一边在品相不佳的尾果中挑挑拣
拣，一边对记者说。

“黄书记懂种百香果啊？”
“懂！比我们还懂哩，我们不会

的就问他。”符汝笑着说。
她口中会种百香果的“黄书记”叫

黄尚骞，今年只有29岁。在临高县纪
委监委2017年2月派他任多文镇凤
雅村驻村第一书记以前，他一直在县
城生活、工作，基本没跟土地打过交
道。短短一年多时间，机关单位里白
白净净，主要写材料、办案的“小黄”，
变成了皮肤黝黑的种植“土专家”。

对于这种变化，黄尚骞甘之如
饴：“扶贫就跟种百香果一样，只有肯
花心思、肯下力气，才会开花结果，迎
来丰收。”

凤雅村曾是党组织软弱涣散村，
黄尚骞刚来到这个村时，面临的第一
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党组织重新焕发
生机与活力，赢得党员、群众的信任。

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原
先年龄大、有资历的村支书都搞不定
的事，一个年纪轻轻的外来驻村第一
书记就能做成吗？面对村民的担忧
与怀疑，黄尚骞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绝
不是来走过场的。

比如，全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
目刚播出时，村民收看的积极性还挺

高，可后面就不愿来了。黄尚骞一了
解，原来村民认为节目上讲的都是其
他地方的事，跟自己没太大关系。

统一的节目难消化，那就把内
容做成本地口味，给村民开小灶！

每期节目结束后，黄尚骞和村
干部一起，结合凤雅村的特点给村
民进行课后辅导，有时还购买一些
日用品进行有奖问答，激发村民学
习的兴趣。有一期节目内容是白沙
贫困村发展绿茶种植，凤雅村向来
不种茶，黄尚骞在辅导时另辟蹊径，
指出白沙绿茶打的口号是“陨石坑
上的绿茶”，凤雅村的土是难得的富
硒红土，种的农产品也可以打出“红
土地”这块招牌，更能卖个好价钱。
经他一点拨，村民看节目、讨论发展
的兴趣一下就上来了。2017年凤雅
教学点还荣获“全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优秀教学点”称号。

一手抓班子、带队伍，筑牢凤
雅村的党建基础；一手因地制宜引
进特色产业，让贫困群众实现可持
续脱贫，黄尚骞忙得像个团团转的
陀螺，连今年6月定好的婚期都推
迟了。

凤雅村原来以传统的橡胶、香
蕉、瓜菜种植为主，没有特色种植项
目。黄尚骞跟村委会的干部通过多
方研究、考察学习后，决定引进百香
果种植。“从种植来说，百香果产量
高、收入高、对劳动力要求低，而且不
用整合太多土地，容易种植、管理；从
市场来说，百香果产业正在起步，市
场潜在的需求量很大。”黄尚骞说，为
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他们与企业对

接，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
产业扶贫模式，村民自愿种植百香
果，企业提供种苗，实行保底价收购、
全程技术跟踪服务指导。

然而，即使是这样，村民开始依
旧不敢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首年的
投入成本较高。

“走，我带你进去看看！”黄尚骞
带记者弯腰钻进了符汝家的百香果
园。在棚子下面，黄尚骞拍拍支撑百
香果藤的旧钢管说，“因为种植面积
比较小，我们买了旧钢管代替水泥
柱，上面网格的辅线，我们也用塑膜
线代替了铁丝。经过技术改造，每亩
投入成本从8000元降低到了4000

元。”
该省的钱要省，该花的钱要花。

“其他地方的百香果苗有的是扦插
苗，有的是种子长出的实生苗。而我
们用的是嫁接在樟树头上的嫁接苗，
更容易吸收营养、更抗病毒。”黄尚骞
不光信手拈来一串串农技名词，对百
香果的减枝、施肥、除害等实际操作，
他也熟练掌握。

贫困户王育全说，上次技术员讲
解如何剪百香果桠枝，他还不太会，
一请教黄书记，他立刻放下手头的工
作，直奔田头手把手地教自己。

有了随叫随到的“土专家”，村民
的顾虑一消而散，在党员干部的带头

种植下，全村种植百香果130亩，34
户贫困户加入了百香果种植合作
社。目前，村里还与其他村合作打造
百香果60亩示范基地，下个月就要
开种了。百香果当年种植当年见效，
年亩产量在4000到 6000斤左右。

“我们家种了11亩，按照现在的行
情，第一批果已经收入1万多元了。”
符汝笑着说。

“1个百香果=10个苹果”，为了
让百香果价格卖得更高，黄尚骞费心
想包装、做营销，把这句广告语连同
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印在了精美的包
装盒上。

（本报临城6月25日电）

临高凤雅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尚骞带领贫困户种植百香果增收

做群众随叫随到的“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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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闫雷伦）记者今天从省
财政厅获悉，我省首个扶贫型共享农
庄试点项目——保亭享水谷共享农
庄近日开工建设，项目规划面积
3800余亩，估算总投资约3亿元，计
划于2019年6月建成。

该项目选址在风景优美、贫困

人口集中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响水镇贫困村南梗村和南春经济
场，由省财政厅下属海南省扶贫开
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引入社会资
本联合开发建设。项目计划建设
安置房99套，免费安置村民，改善
村民居住条件。村民还将通过土
地合作开发方式获得保底分红和

浮动收益，通过在农庄务工获得劳
务报酬，提升生活水平。消费者获
得高品质度假生活体验，企业获得
运营收益，政府真正实现“造血式”
的精准扶贫。

据省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将利用

“旅游+”“生态+”等方式，推进农业

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
度融合，力争打造成富有地方特
色，集旅游、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全
开放式养生度假胜地。采取“共有
共享共赢”的“三共”模式开发运
营，确保各方利益，探索可复制可
推广的共享农庄开发模式，并向全
省推广。

我省首个扶贫型共享农庄试点项目开建
总投资约3亿元 计划明年6月建成

今起油价
迎年内“第三降”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迅员
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内成品油
调价信息，自2018年6月25日24时起，我省汽、
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均降低55元。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89号汽
油 7.74 元/升，92号汽油 8.38 元/升，95号汽油
8.90 元/升，0号柴油 6.98 元/升，分别下调0.04
元/升、0.04元/升、0.05元/升、0.05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为5.02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6.98元/公斤），下调0.03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0.04元/公斤）。

前期多雷阵雨
后期气温将升高

预计7月将有1-2个热带气旋影响琼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周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