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特派记者 况昌勋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卢天琴

“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
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
繁星璀璨”“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使
用、评价机制”“把面向市场需求和弘
扬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善聚善用各类
人才”……人才是今年全国两会最

“热”词汇之一，政府工作报告9次提
及人才。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也需要
聚四方之才。怎样才能让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吕薇表示，除了完善服
务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外，关键是
要“事业留人”。

“人才所需的环境，就是宜居宜
业。”吕薇说，海南的生态环境在全
国首屈一指，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服务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也要跟

上，特别是针对境外人才的需求，要
建立国际化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优
化城市管理水平。

2018年，海南一系列含金量十足
的人才政策密集出台，为人才提供了
全方位服务。省级人才服务“一站式”
平台成了人才入琼的便捷、高效通
道。来琼工作的人才可以方便快捷落
户，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
也得到解决，外籍人才来琼工作也更
加便利。

“最重要的还是事业留人。”吕薇
指出，对于人才来讲，追求的不仅仅
是物质，关键是能够在这里成就一番
事业。“例如，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创
业人才到深圳，那个时候的深圳还是
一个小渔村，他们揣着一个梦想，是
想去实现一番事业的。”

吕薇建议，要根据不同类型的人
才，提供不同的创业干事平台，营造
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例如，对于科
技人才来说，他们需要科研气氛、学

术气氛，能够有学术交流的平台，促
进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海南围绕
农业、海洋等产业发展，建立国家级
科研中心、国家实验室等，就能够吸
引到科技人才。

“对于创业人才来讲，要有创业
环境，比如提供国际化的法律、会
计、仲裁、风险投资等专业服务，以
及创业者交流互动的平台等。美
国硅谷之所以被誉为‘创业的天
堂’，最关键是有一个完善的创业
服务体系。”吕薇接着说，企业家
也一样，他们需要公平竞争的营
商环境，要有能够利于企业成长
的环境。

吕薇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
工程，涵盖了企业从设立到结束整个
生命周期。例如，设立的时候有市
场准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
的获得，经营过程中的贷款、纳税、
信用、合同执行等，结束时的办理破
产等，要就每一项指标进行对标，完

善体制机制，尽快形成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
高效的市场环境。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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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12日12时-3月13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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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两会微视频两会E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吕薇：

人才引进关键要在事业留人上下功夫

扫码看全国人大代表
吕薇接受海报集团“两会
E访谈”融媒专访视频。
剪辑：周静泊 拍摄：李庆芳

■ 本报特派记者 周元

“给记者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科大讯
飞的采访三大‘神器’！”3月12日，全国
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接
受央视主持人鲁健采访时热情地说。

讯飞智能办公本、讯飞翻译机
2.0、讯飞智能录音笔，刘庆峰一边介
绍功能，一边向大家演示。看到这三
个小巧的人工智能机器能够实时把语

音转成文字或支持几十种语言的即时
互译，在场的记者都有些心动。

海南日报记者留意到，在讯飞翻
译机2.0的包装盒上，印着“博鳌亚洲
论坛指定翻译机”的腰封。

“这个翻译机为2018年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提供相关翻译服务而获此殊
荣，2019年将继续为论坛提供相关服
务。”刘庆峰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海南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过程中
着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大力发
展会展业，语言无障碍交流是基础。
科大讯飞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
于翻译领域、促进交流的无障碍和人
类语言的大互通。

“可以说，海南的发展也为讯飞的
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和广阔前景，科
大讯飞将利用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技术，为海南全域旅游、智慧旅
游以及商贸业、会展业的发展提供助
力。”刘庆峰认为海南与科大讯飞有双
赢的合作发展前景。

其实，早在2017年海南省政府就
与科大讯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就人工智能展开全面合作。刘庆峰
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科大讯飞积
极落实协议相关内容，成立了海南全
资子公司。该公司定位就是面向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面向“三区一中心”建
设。“公司成立后，我们积极把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到海南智慧教育、智慧政
法及社会治理等相关领域，并取得了
一些很生动的案例。后续，我们也将
继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与各领域的深
度融合应用。”刘庆峰说。

今年，人工智能连续第三年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研发应用”并首次提到以“智能+”为
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刘庆峰认为，从
2019年开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工
智能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案例，
还可以用统计数据说明规模应用后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人工智能将进入到效
益兑现的规模应用阶段。

“中央赋予海南历史重任，开放加
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大
讯飞非常重视与海南的合作及在海南
的发展，我们将在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引
领下，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南的
应用落地，重点在翻译服务领域，人工
智能+教育、政法、智慧城市建设等领
域投资落地相关项目。”刘庆峰说。

同时，刘庆峰认为，海南自贸区建
设开局良好，未来将在更大范围产生
制度红利，建议建立更加高效、极简的
行政体制；在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和
服务业领域尽快规划启动一批先导性
项目，培育示范和标杆，进而促进经济
动能。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将助力海南打造语言无障碍旅游岛
外地代表委员看海南

■ 本报特派记者 金昌波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卢天琴

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
总结2018年工作时特别指出，对英烈
纪念设施保护不力的，海南等地检察
机关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维护
了英烈尊严，让英灵得以安宁。

“海南检察系统的这项工作被写入
最高检工作报告，体现了最高检对海南
检察系统工作的肯定，非常振奋人心。”
3月13日上午，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
志强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8年海南检察机关共立案5起英烈
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线索，积极督促行政
机关整改落实。

路志强指出，除了英烈保护领域，
去年，海南的公益诉讼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也采取了
诸多有成效的措施。比如，部署开展了

“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监
督行动，联合林业部门开展了“万泉河
水清又清”专项整治，开展“守护国土资

源、建设美好家园”专项行动等。
特别是针对部分农村焚烧秸秆、土

法烟熏槟榔等严重污染空气问题，海南
省检察院部署开展了“净空行动”，出动
1200余架次无人机开展“网格化”“地
毯式”排查，发现严重污染空气违法行
为156件。“针对这些线索，我们通过公
益诉讼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
市县、部门对问题进行及时处理。”路志
强说，这一专项行动得到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刘赐贵专门批示予
以肯定，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并形
成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效机制。“从这里
就可以看出，公益诉讼在保护海南绿水
蓝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路志强表示，今年海南检察机关
要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坚持“最
多地发现问题、最多地发出检察建议、
最多地促进问题解决，最精准地提起
诉讼，用最合理合法的方式督促有关
部门履行职责、解决问题”的“三多一
精”理念，重点做好大气污染防治、违
法用地和违法建筑、食品药品安全等
方面的公益诉讼，打造新时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的利剑。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还提
出，主动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实施，融入
海南自贸区建设，提供有效法治服
务。路志强表示，海南检察系统把加
大对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力度作为重中
之重加以落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发表
后，省检察院第一时间深入4家民营
企业调研，并在省工商联组织召开座
谈会，面对面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
最终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海南省检察
机关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16条措施》。

“2019年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政策落实年，海南检察系统要认真落
实好自己的16条措施和最高检梳理的
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的11条意见，切
实维护好民营企业家人身自由和财产
安全，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让他们安心经营、放心生产，为海南
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路志强说，当前海
南正加快建设自贸区自贸港，迫切需要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特别是在法治化方面，检察机关
要有所作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和法院一起
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进行及时审判，
及时维护知识产权。同时，在打击金
融犯罪方面，一旦发现金融诈骗、网络
诈骗线索，要严厉打击，绝不让犯罪分
子得逞。”路志强说。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

坚持“三多一精”理念 全力推进公益诉讼

扫码看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接
受海报集团“两会E访
谈”融媒专访视频。
剪辑：周静泊 拍摄：李庆芳

旅京乡亲寄语海南

希望家乡发展越来越好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刘冀冀 韦茂金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故乡，永远是游
子回望的港。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3次
提及海南，这让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海南乡亲无比
振奋。近日，海南日报融媒体两会特别报道组采
访了多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海南乡亲，他们纷纷
对家乡发展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海南是我们这些游子的内心归处，无论我
在哪座城市，对家乡的思念和牵挂都没有改变。”
海南人庞德华是北京某广告公司的高管，今年是
他在北京工作的第6个年头，提到家乡三亚，他坦
言，剪不断的是乡愁，留在儿时印象里的原生态
三亚是他最珍贵的回忆。同时，这两年海南的飞
速发展，让他感到十分自豪：原本自己居住的小
渔村如今建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外游客纷
至沓来，让家乡愈发显露出“国际范儿”。

庞德华告诉记者，特别是海南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以后，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向海南……在
北京打拼多年的他，最近也动了回家创业的念
头。他向记者透露，目前正在积极寻找合作机
会，想用自己多年的品牌宣传和推广经验，为海
南的传统民俗和特色旅游文创产品站台。

海南零碳工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巍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3次提到海南，这
让他和返乡创业的小伙伴提振精神。高巍说，接
下来，自己要仔细研读政府工作报告，把跟自己
企业相关的内容读透弄懂。

“去年开始我就决定把工作重心往海南倾
斜，用实际行动参与海南新一轮的发展建设。”作
为一名在北京定居多年的海南人，在去年，高巍
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到家乡海南创业。通过
半年多的前期考察，他牵头创立的海南零碳工场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底在海口顺利成立。未
来，他将把“零碳、绿色、生态”作为努力的方向，
契合海南新一轮发展的高起点高定位，为自己的
事业，也为自己的家乡倾心尽力。

同样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姐妹花”赛金和张
芸，提起家乡也是有说不完的话：城市道路网四通
八达、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公园绿地随处可见
……这些都让身在外地的海南人感到无比骄傲。

“今年过年回家，我发现海口多了不少单行
线。”赛金说，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细节让她心生
感慨，家乡海口也越来越有大城市的模样。

每每回家，张芸总要先过一过嘴瘾，去一家
老字号品尝海南的辣汤饭。她说，在外的游子，
最惦记的就是家乡那一口熟悉的味道：“希望海
南的发展越来越好，以后说不定我们在北京也能
吃到正宗的海口味道咯。”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扫码看旅京乡亲
寄语海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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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影像

3月12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在住
地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两高”报告。图为邓泽永代表（中）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3月13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在住地
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两高”报告。图为刘平代表（中）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3月13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在住
地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两高”报告。图为廖虹宇代表（左二）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从北京返乡创业的高巍期待为家乡的
发展尽一份力。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左）接受海报集团“两会E访谈”融媒专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全国人大代表吕薇（左）接受海报集团“两会E访谈”融媒专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