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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科院选育
5个甘蔗新品种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
傅人意）围绕甘蔗品种选育、病虫害
防控、“水肥药”精准施用、甘蔗农机
农艺融合等产业发展重点、难点问
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
中心近日选育出5个高产、高糖、宿
根性好、抗性优良的“中糖”系列甘
蔗新品种。目前，中糖1号、2号已
获农业农村部甘蔗新品登记，中糖
3号、4号、5号也正在进行甘蔗新
品种登记的前期工作。

针对我国当前甘蔗品种退化严
重、良种繁育技术落后和种苗繁育
效率低下等问题，中国热科院甘蔗
研究中心科研人员积极开展理论研
究，并在海南、广东、广西和云南布
点进行相关科学实验。

本报嘉积1月 10日电 （记者
傅人意）1月 10日上午，在琼海市
嘉积镇桥头村，一位农民冒着细雨
娴熟地驾驶“铁牛”（插秧机）进行
插秧。像这样的机械化插秧模式，
今年前5月琼海将在嘉积镇、大路
镇、塔洋镇3000亩农田推广，全年
推广面积将达1.1万亩。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从当天举行的琼海市水
稻新品种示范推广及水稻机械化
育秧现场观摩培训会上获悉的。

“以前，我们农民传统的插秧模
式要经历育秧、抛秧、插秧这些环
节，天气好的话全程需要一个月时

间。以前人工插秧一天约插 1-2
亩，如今有了现代化插秧机，一天就
能插 30多亩了。在育秧、抛秧环
节，村民可以和企业合作，由企业提
供育秧抛秧服务，再由我们这样的
机叉手负责机械化插秧，种植户只
负责管护，省事多了！”琼海市博鳌
镇北山村机叉能手卢家波说。

琼海市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徐
卫清介绍，目前，“种业公司+育种公
司+农机大户+水稻种植户”为一体
的订单式现代化生产模式在琼海逐
步推广应用，“机械化插秧采用毯状
苗，播种密度较好，大大提高秧田利

用率，同时节省人力成本，有利于水
稻病虫害统防统治。”

博鳌镇北山洋现已建立全省第
一家北山水稻集约化育秧中心，截
至目前，累计完成面积4万多亩的水
稻育秧服务。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全省水稻种
植面积416万亩，机械化插秧面积
仅2万多亩。机械化育秧推广难的
主要原因为：部分市县村庄田块分
布散、推广成本较高；交通不便，地
面不均，田块含有沙粒，不适合推广
机械化插秧；农户接受意愿不高。

本报文城1月10日电（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钟南）1月10日上午，
在位于文昌的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专项示范基地，一台花生
摘果机正轰隆隆地作业。这边三两
农户将一把把花生秧送进机器，那
边一颗颗花生果很快就被装袋，效
率很高。

这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
研究所花生课题组引进改良的花生
摘果机。该课题组负责人杨伟波介
绍，一般情况下，一人一天只能完成
约三四分地的花生摘果，而使用该设
备，一天可以摘约80亩地的花生，不
仅提高了花生摘果效率，还节约了人

工成本。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除

了花生摘果机外，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椰子研究所花生课题组还将在该示
范基地推广使用花生分段式收获机、
花生联合收获机、花生烘干机、花生播
种机等设备，从花生种植的多个环节
入手，提高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

据了解，2017年 11月，海南启
动恢复撂荒地生产工作，计划3年内
恢复23.9万亩撂荒地生产。目前，
全省正引导农民在撂荒地上种植香
蕉、百香果、槟榔、橡胶、花生、甘薯、
水稻、瓜菜，以及养蚕用的桑树等高
效农作物。

杨伟波介绍，目前全省共有近60
万亩花生，机械化水平非常低，产业
急需改良升级。根据撂荒土地特点
及劳动力成本高、效益低等问题，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开展
了花生轻简化栽培相关技术研究，不
断推动花生种植集约化、机械化、规
模化发展，提高花生种植的产量和经
济效益，助力海南撂荒土地的复耕。

“花生产业想要实现深加工，提高
经济效益，就必须依靠机械化生产。”
观摩这些设备的现场作业后，定安农
旺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王上南说，就拿
花生烘干来说，不依靠烘干机器，只靠
农户自己来晾晒花生，得需要10多天

时间，要是碰上阴雨天，花生不仅不容
易烘干，还会染上黄霉菌。

“为了提高土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我们在示范基地进行了花
生—甘薯轮作模式的示范推广，为
海南撂荒土地的复耕提供更适合的
种植模式。”杨伟波介绍，此外，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还与广西农科院经
作所、农机公司、花生油加工企业进
行合作，通过选育花生优良品种、改
良土壤、机械化栽培、水肥管理等方
面的合作，延长花生产业链，推广花
生—甘薯轮作模式，进一步提高土
地利用率，增加花生种植的产量和
经济效益。

琼海今年将推广万余亩水稻机械化育秧项目

“铁牛”显身手 农耕不发愁

中国热科院示范推广花生—甘薯轮作机械化生产

栽培轻简化 土地集约化

1月10日，琼海嘉积镇，农民通过机械化水稻插秧，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上接A01版
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是新时
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遵循。《条例》
的颁布实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
面领导，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重视并抓好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党
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一定
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出发，始终坚持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特别是县级
地方党委要把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
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采取有力措施，
强化责任保障，推动《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
效。要加强学习宣传，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
手机、网络等媒介，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等
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
《条例》精神，尤其要宣传到每一个农村党支
部，使其全面掌握《条例》内容，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真正贯彻落实好
《条例》。要组织开展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
学院）教育课程，对县、乡、村党组织书记进行
专题轮训，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抓农村党支部
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决《条
例》贯彻落实中的有关问题。中央组织部要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规定得到
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
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计思佳

日前，由国家主导的“4+7城市
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工作在上海顺利
完成，并于近日公布了中选结果，明
星抗癌药吉非替尼价格再次大大降
低，每盒从2358元降至547元，而在
两年前，该药每盒的价格高达5000
多元。

从天价药到普通百姓患者的救
命药，吉非替尼的降价故事是改革开
放40年以来，让百姓用得上、用得起
好药的一个缩影。其中，海南药企
——齐鲁制药海南公司为振兴民族
医药工业，付出多年努力成功研制仿
制药，对该药的大幅降价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研制使用仿制药在国外

比较普遍。以吉非替尼为例，作为治
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分子靶向特效
药物，一直颇受患者欢迎。但自2005
年国内上市以来，专利期内的药物价
格一直高达5000多元。

为早日打破这一药价坚冰，让
患者用上低价吉非替尼，齐鲁制药
海南公司迎难而上，于 2009 年承
担起了这一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对
吉非替尼进行集中科研攻关，历经
7年，终于在 2016年年底成功研发
上市。

优质仿制药的上市，迅速改变药
物市场格局，在国产吉非替尼上市前

夕，2016年5月20日，原国家卫计委
向社会公布了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
结果，进口吉非替尼降幅达55%，迎
来了2358元的“低价”。

2017年 1月 12日，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批准抗癌
药吉非替尼片国产仿制药品上市，
齐鲁制药海南公司近 10 年的研发
投入终于迎来了让国内患者受益
的一天。

去年12月，“4+7城市药品集中
采购”的结果让广大患者为之欢呼，
吉非替尼从 2358 元再次降至 547
元，加上医保支付，患者每盒仅需支
付100多元。

齐鲁制药海南公司董事长刘

文民表示，公司近年来以抗肿瘤、
心脑血管、小分子靶向药物为研究
方向，立项 30多个创新性强、疗效
好、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
的药物专项，“特别是原研药价格
上，通过自己研发，替代原研，将药
瓶子紧紧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手里。”

同时，该公司还加快国际化步
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先后与国际
著名制药企业山德士、GHP、TWI、
迈兰、诺华等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不断学习汲取国际大制药公司的
经验。

齐鲁制药海南公司继 2014 年
成为海南省首家通过美国 FDA、

西班牙、欧盟等国际高端市场认
证的企业之后，目前已有 40 多个
产品拥有在欧美等高端市场的上
市许可，今年就有近千万支注射剂
销往美国、英国、德国等高端市
场，这在全国制药行业也是屈指
可数的。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更是给海南药
企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齐鲁
制药海南公司已制定了中长期的发
展规划，公司在研项目 40多项，与
多家海外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努力
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谋求更高
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从5000多元到500多元——

明星抗癌药降价背后的海南药企力量

海南省政府工作“问效于民”测评问卷
您好！为增进政府

工作的落实效果，提高
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
度，开展政府工作“问效
于民”调查测评工作。
您的意见很重要，感谢
您的参与。本次调查测
评采用匿名形式，请放心
作答。答题有红包哟！

我省印发行动方案

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政

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
平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决定以党政
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窗口单位四大领
域为重点，通过促进以上领域外语水平和应用能
力的提升，带动和促进全社会外语学习、培训与交
流，使我省大多数公民具备基本的外语交际能力
和服务能力。

《实施方案》将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行动
的总体目标明确为：至2025年，海南国际语言
环境得到优化，公民了解基本的国际文化礼仪，
尊重不同的文化习俗，对外交流水平和国际化
意识明显提升。政府及其部门以及各企事业单
位中涉外服务部门和窗口从业人员能较系统地
掌握行业外语知识和文化礼仪，能至少用一门
外语进行相关行业交流。基本形成全省公民广
泛参与、组织管理规范有序、基础条件保障有
力、文化氛围健康向上的外语学习体系和工作
机制。

我省还将实施中小学以英语为主的多语种
外语教学改革项目，在中小学外语教学评价上增
加听说评价考核的比重，积极探索中考、高考外
语口语测试办法。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外语师资
培训工作，同时有序引进外籍教师并规范管理，
充分发挥在琼就业外籍人员在外语水平提升行
动中的作用。

从2019年起，海口、三亚两市将启动小学一、
二年级英语学习实验；2020年起，全省各市县将
启动一、二年级英语学习实验，并在公办幼儿园启
动英语学习实验，力争2025年全省范围内实现英
语学习在学前三年以及小学一、二年级的全面覆
盖和有效衔接。

1月9日傍晚，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当地的海南环保
志愿者龙登飞发现，一小群白鹈鹕栖息在一处高压线铁塔
上。海南日报记者接到消息后立即随同前往，拍摄记录到5
只白鹈鹕。1月10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驱车赶到海口市龙
泉镇，又拍摄记录到2只白鹈鹕。

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鸟类学教授梁伟博士通
过照片确认，海南日报记者拍摄到的是中国境内分布
的三个种类鹈鹕之一白鹈鹕，鹈鹕主要分布在北京、
河南等地。该鸟类主要在非洲和亚洲东南部繁
殖越冬。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鹈鹕蹁跹现琼岛

1月9日傍晚，鹈鹕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一处高压线铁塔上栖息。

1月 10日上午，海
南日报记者驱车赶到海
口市龙泉镇，拍摄记录
到2只白鹈鹕。

《公安局长日记》
作者见面会在京举行

本报海口1月 10日讯 （记者陈蔚林）1月
10日下午，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主办的《公安
局长日记》作者见面会暨签名售书活动在北京
举行。

据介绍，《公安局长日记》是一部向中国改革
开放40周年献礼的优秀图书。它以日记体的纪
实文学形式，通过讲述海南诸多惊险悬疑的破案
故事，塑造了敢为百姓伸张道义、善为国家除暴安
良的公安局长和警察队伍的传奇形象，以海南为
窗口，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法治建
设的艰辛历程。

该书作者李传芳曾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口市琼山区及龙华区等多个
县市区担任公安局局长，曾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奖项，并于2009
年10月1日作为海南英模代表在天安门参加60
周年国庆观礼。

见面会上，李传芳就读者关心的问题一一作
出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