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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温 迎 验烤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钟南 李婷

今天的海南，正处在新一轮建设
发展中，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热潮，吸引天下英
才来到这座热情的岛屿。

这不免让海南思坦德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韩金光想起10年前的
自己。当年在省委组织部的号召下，
在日本学业有成的他带着多项生物技
术专利、项目以及中日专家团队回到
家乡海南，创办了海南思坦德集团。

韩金光是文昌人，回到海南创业
发展，他没有一丝犹豫。“这10年来，
我全身心投入到创业中去，从事热带
植物果蔬提取深加工工作，期待用生
物技术赋予海南农产品更高的附加
值。”4月23日下午，韩金光在海口接
受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在海南不断成长的这10年，韩金
光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省青年联合会
副主席，收获了海南省五四青年奖章
等诸多荣誉，而这些荣誉也不断敦促
和激励他不能只守着眼前的“一亩三
分地”，还要有更高的视野和更大的胸

怀，为家乡建设发展出一份力。

返乡创业为农业

在韩金光眼中，家乡海南拥有全
国独一无二的热带气候与优良的自
然环境，这些是发展高科技热带农产
品深加工与健康食品保健品产业的
优势。

2009年，海南建设发展迎来新时
期，韩金光响应号召回到海南。回来
时，他已经在日本中央大学取得了硕
士学位，已成功创办了一家生物科技
公司，有研发团队和技术。

为什么选择一头扎进海南农产品
深加工行业？韩金光说，回来以前，他
发现农产品滞销、价格大幅度波动，带
给家乡农民很大的损失，尤其有一年
香蕉的滞销让他触动很深：农业想要
有好出路，农民要有好生活，不能没有
加工。而想要改善“价贱伤农”的情
况，还是要让农业借助科技，提高农产
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真正带动产
业升级。

家乡农业加工生产步子慢，让韩
金光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懂管

理、懂技术、懂市场的他带领自己带来
的专业技术团队，建工厂、拓销路，立
足海南丰富的热带生物资源，从事生
物活性物质研发，开发出一系列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热带生物功能原料及
产品。

农产品深加工的前提是充足的原
料供应和成熟的技术。现在公司一共
在文昌、屯昌、琼中完成了各类原料育
苗及示范种植基地达2000亩以上，既
规范了原料的种植，也为拉动当地农
业经济的升级作了贡献。

研发之路不停歇

带领团队对海南上百种植物进行
研究，获得24项生物技术专利的韩金
光不是生物科技专业科班出身。对理
工科出身的韩金光而言，学习和创新
最大的敌人就是想学、敢学、肯钻研，

“创新，是对综合知识的积累和运用。”
促使韩金光跨界学习、钻研和攻

关热带植物生物技术的，是兴趣，是想
要解决农业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的
执念和韧劲儿。

回到海南创业发展的这10年间，
为了提高苦瓜等热带农产品的生物效
益，韩金光带领团队不断攻坚克难，培
育出了3个苦瓜新品种，他们研发的

“苦瓜提取物的制备方法”还获得了国
家发明专利。此外，这一团队还相继
推出了香蕉粉、诺丽酵素、苦瓜粉、胡
椒叶精等10多种深加工产品，推动了
海南热带农业深加工向前发展。

众人拾柴火焰高。韩金光在公司
成立的研发中心被认定为海南省热带
植物提取物关键共性技术公共研发平
台，以期待整合更多研发力量共同推
动技术的革新与发展。

“我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
研发，也是为了争一口气，想让业界认
可海南本地企业在热带生物技术的研
发能力。”韩金光说，近年来，海南思坦
德科技集团牵头承担了“十二五”国家
科技撑计划功能食品领域的科研计
划，还联手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一流科研院所共
同打造功能食品领域的国家级科研平
台，展现了海南企业的科研实力。

心系海南新发展

海口打造健康城市具有“天然优
势”；海南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要注重对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海南引进人才
可以先引进现阶段需要的重点产业人
才，并做好中长期规划……与韩金光
的谈话中能感受到他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对于家乡发展，他总能说出许多真
知灼见。

“我们的个人发展与家乡发展休
戚相关，反哺家乡是每个海南人应该
做的。”回顾这10年来的创业之路，韩
金光深刻地感受到，处在新一轮改革
开放发展浪潮中的海南，为企业创造
了许多发展新机遇和快速发展的条
件，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
展，十二个重点产业的布局，为企业发
展提供了很多可能性。

只要是与海南发展有关的建议，
韩金光都愿意认真调研，提出意见。
曾留学日本的韩金光发现，日本的乡
镇都有富有特色的深加工产品，以第
二产业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不同地区
的产品差异化使游客走到哪里都充满
新鲜感。他就思考，在海南，农业科技
要想发展起来，仅仅依靠传统果蔬是
不够的，还需要加快实现第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发展，做到深加工与创新的

“两翼齐飞”。
“31岁的海南已经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需要无数个满腔激情的我们积
极投身建设。”韩金光说，不管我们做
什么，只要我们愿意把个人发展、企业
发展融入海南发展，就一定能带动更
多满怀激情活力的“青春力量”，一起
向前走。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

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无数有志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追求国家振兴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释放出磅礴的青春力量。建省办经济特区
的30多年来，在海南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也涌现出许许多多努力弘扬五四精神的有为青年。当前海南开启了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征程，更离不开青年的热情参与、接续奋斗。今日起，本报开设“弘扬百年五四精神 青春奉献自贸区”专栏，讲述一批奋斗在
海南各行各业一线的优秀青年的故事，敬请关注。

团省委开展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李婷）4月24日上午，共青团海南省委在中共琼
崖一大会址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特别
主题团日活动，来自我省各领域青年代表共120
人参加主题活动。

活动期间，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爱国团团长
许达民以“五四运动与郭钦光”为题，为团员青年
讲授了五四运动微团课。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
任、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邢诒孔向大家讲述了中
共琼崖组织创建的历史，寄语广大青年要以强烈
的报国之志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积极投身中
国梦的伟大实践，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国的前
途命运紧密相连，志存高远，顽强拼搏，在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放飞
青春梦想、书写青春华章。

活动还引领团员青年在团旗下演讲、重温入
团誓词、齐唱团歌等，大家还一同参观中共琼崖一
大会址展馆，重温革命历史，学习革命精神，向为
革命事业奉献生命的先辈致敬。

据悉，本次活动是海南共青团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依托红色教育资源，
引导青年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团员
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引领他们
建功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三亚：

探奇空天与遥感
本报三亚4月24日电（记者孙婧）今年4月

24日是我国第四个“中国航天日”。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组织了航天科普活动
并开放参观，吸引了300多名学生参加。活动通
过科普片、航天讲座、展示遥感卫星接收天线和虚
拟地面站系统，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空天技术与卫
星遥感的神奇。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虚
拟地面站系统、遥感卫星接收天线、科普展室，并
观看了数字海南三维演示系统等科普纪录片。

“遥感是什么？遥感和我们的生活有关吗？”
学生们的一个个问题都得到工作人员细致的解
答。“以前觉得航天科技离我们很远，只能在电视
上、书上看到，今天才发现它就在我们身边。”现场
一名学生表示。

主办方表示，接下来还将以“中国航天日”主
题活动为主线，通过开展如青少年航天科普实践
教育活动、航天科普讲座活动、“我的航天梦”中小
学生征文比赛、航天知识竞答等系列活动，向广大
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普及航天知识、弘扬航天精神。

据了解，此次“中国航天日”系列活动是由海
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
化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
院、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承办。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郭
萃）为保障海口市连续高温期间蔬菜
生产源头的稳定供应，切实丰富市民

“菜篮子”，让群众在连续高温天气下
也能吃上绿色放心、价格实惠稳定的
本地叶菜，海口市菜篮子蔬菜种植基
地通过种植抗高温蔬菜等多举措应

对高温天气。目前菜篮子蔬菜种植
基地每日可出产20吨本地菜。

据了解，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不
断提高种植效率，积极防范高温恶劣
天气可能带来的菜价波动的问题。
截至4月24日，菜篮子蔬菜种植面积
达4300余亩，其中大棚种植面积为

150亩，主要种植本地菜心、上海青、
空心菜、地瓜叶、小白菜、小芥菜、黑叶
白等市民喜爱的本地叶菜。日均供应
蔬菜20吨，其中大棚日供应3吨。

为丰富市场品种，合理规划蔬菜
种植区域，保障淡季蔬菜的稳定供
应，菜篮子蔬菜基地因地制宜开展水

生蔬菜种植，目前已种植莲藕、籽莲、
水生空心菜、茭白等水生品种700余
亩；利用现有的蔬菜大棚，种植菜心、
上海青、小白菜、黑叶白、小芥菜等露
天不易生产的品种，大力开展露天抗
热性品种叶菜生产种植。

下一步，菜篮子农科公司将积极

开展多方考察，引进、培育耐高温暴
雨的叶菜品种，邀请蔬菜生产专家到
基地进行技术指导；扩建蔬菜设施大
棚、简易大棚；增加蔬菜种植配套设
施，不断提高应对高温高湿、台风暴
雨等恶劣天气的应对能力，保障叶菜
的稳定供应。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4月24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发布加强全省住建系统
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高温天气下，要合理安排工作时
间，轮换作业或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
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
强度，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时，
全天安排工人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
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高温天气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县的物业、燃气、
市政园林、环卫主管等住建系统有关
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根据生产特
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
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

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
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
施，确保作业人员安全健康。

按照有关规定，日气温达到
35℃以上时，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
方式，缩短工人连续作业时间，适当
延长作业人员中午休息时间，且不
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时，全天

安排工人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
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
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
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
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
日室外露天作业。

此外，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县住建
部门强化高温天气下建筑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督促施工企业制定防暑降

温措施，科学合理安排工期。还要加
强消防安全管理，检查建筑工地消防
器材配备及保养情况。

据了解，各市县住建部门将部
署开展“送清凉”活动，购买必要的
防暑降温用品、食品、饮品和药品，
深入生产一线进行走访慰问，集中
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清凉、送安全、
送健康”活动。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高温给施工带
来了严峻“烤”验，连日来，在海南省市重
点项目工地现场，广大建设者们顶着烈
日，坚守一线，为工程项目忙碌着。4月
24日，南海网携手3家爱心企业为一线
工人送上爱心清凉物资，送去一份关怀。

当天上午，在海秀快速路二期施工
现场，施工建设者挥汗如雨，按照时间节
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海口市城建
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吴海东介绍，城建集
团联合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来
到现场对高温天气依然坚守在施工一线
的职工和农民工朋友表达慰问和感谢。

南海网和椰屿坊、民生银行海口分
行、坤斯魅可国际美业3家爱心企业为海
秀快速路二期的一线工人送上了风扇、
矿泉水、凉茶、冰淇淋等组成的“清凉”大
礼包，受到了现场施工人员的欢迎。

“这是我们准备的1000多支冰淇淋，
下午我们还要再送一批。”海南本土食品
企业椰屿坊销售经理黄小燕说，此次送清
凉活动，他们公司决定每一场都要参与。
当天，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也派代表来到工
地，为一线工人送上40箱降暑饮品以及
防暑用品。爱心企业坤斯魅可国际美业
海南总公司副总经理符沦瑕说：“我们向
为城市的建设奉献汗水的工人致敬，希望
通过实际行动给他们送上清凉。”

战高温海南在行动——南海网联合
爱心企业送清凉公益活动还在继续征集
中，有意参加活动的企业，请拨66810019
或通过南海网官方微信、官方微博报名。

“海归”韩金光回琼创业十载，用生物科技推动农业深加工

让海南农产品“身价”越来越高
弘扬百年五四精神 青春奉献自贸区

高温下，菜篮子拎得稳不稳？
海口菜篮子基地种植抗高温蔬菜保供应，日均出产20吨本地叶菜

南海网联合爱心企业为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人送降暑物资

你顶烈日奉献 我送清凉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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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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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23日12时-4月24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4

11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0

23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精准打击各种黑恶势力，中央扫黑除
恶第18督导组4月7日起进驻海南，现向全
省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踊跃举报。

举报时间：4月7日至5月7日
每天8：00-20：00；

举报电话：0898-65360851、
65363891、65391195；

邮政信箱：海口市A011号邮政信箱

关注航天日
文昌：

征文放飞航天梦
本报文城4月24日电（记者李佳飞）4月24

日上午，以“逐梦航天 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19
年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开幕式暨海南省青少年征
文大赛颁奖典礼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举行。

海南是航天科技领域的年轻省份，也是航天
科技的重要省份，“中国航天日”海南系列活动已
经连续4年举办，在文昌、三亚两地同时开展，通
过举办航天科普展览、知识讲座、征文比赛以及网
上知识竞赛等形式，向全省群众展现中国航天精
神、普及航天知识。

据了解，目前文昌已经完成《海南文昌国际航
天城概念规划》和《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概
念规划》编制，选取1.8万亩土地作为文昌国际航天
城起步区，启动了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暨航天大数据
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正积极谋划文昌国际航天旅游
消费中心、海南华侨航天科创园区等产业项目。

当天上午，文昌航天科普中心还开设了科普
讲座，来自文昌航天发射中心的工程师们深入浅
出地介绍了国内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火箭、长征
七号火箭以及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情况。来自海
口、文昌等地的中小学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加航
天研学实践活动。

活动由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海南省国防科
技工业办公室，文昌市委、文昌市政府共同主办。

我省住建系统加强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工作

37℃以上全天露天作业不得超过6小时

扫码看
爱心企业送清凉

码上读

4月24日上午，海口城市建设者在领取爱心企业送来的清凉物资。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