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负责大数据、信息化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拟订
并组织实施大数据、信息
化人才发展规划；组织协
调全省大数据、信息化人
才教育有关工作

省大数据管理局主要承担以下七项职责

负责使用省本级财政性
资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
信息化工程项目的管理，市
县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审核；
负责组织实施大数据、信息
化、智慧城市政策措施

负责推进社
会经济、民生保障
各领域大数据开
发应用，引导、推
动大数据分析研
究和应用工作

负责统筹全省政务
信息网络系统、政务数
据中心、电子政务基础
设施以及全省基础性、
公共性政务信息化项目
的建设和管理

负责统筹政府数据
采集汇聚、登记管理、共
享开放；推动社会数据汇
聚融合、互联互通；组织
实施大数据安全体系建
设和安全保障工作

负 责 政
府 数 据 资 产
的登记、管理
和运营，推动
大 数 据 产 业
发展

负责承担大数据、信息化领域对外交
流合作，组织大数据、信息化领域相关企
业参与国际国内重大交流合作活动；组织
和指导相关企业开展区域化合作、国际化
经营；指导大数据、信息化、智慧城市领域
行业协会、学会、联盟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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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华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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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邹其国，男，1964年9月出生，海南
昌江人，黎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文
学学士学位，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正处级秘
书、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室代表联络处处
长，临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新盈镇党
委副书记（挂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秘书处处长，中宣部对外新闻宣传司副
司长（挂职），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华
侨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拟任海南省
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提名为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人选。

任清华，女，1975年3月出生，湖南
石门人，土家族，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
位，工程师，1996年7月参加工作，无党
派。历任北京北控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北京北控（海南）水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海南省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经济动员办公室）主任，海口市人
民政府市长助理，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现任七届海南省政协常委，海口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海南省洋浦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刘艳玲，女，1968年11月出生，甘肃

通渭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
位，副研究员，1995年7月参加工作，民
盟盟员。历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二
处调研员、副处长（正处级），民盟省委会
专职副主委，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挂职），省林业局副局长，省林业厅副厅
长，省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民盟省委会副
主委，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兼），现
任七届海南省政协常委，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副厅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省政
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兼），拟提名为海
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候选人。

戴 贞，女，1970年 10月出生，海
南海口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
士学位，1993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外事侨
务办公室领事处副处长，国际交流中心
副主任、主任，国际交流处处长，国外侨
务与港澳事务处处长，琼海市委常委（挂
职），琼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正处级），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现任海南省接待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拟任海南
省委副秘书长。

谭丽琳，女，1971年3月出生，重庆
人，回族，在职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主任编辑，1992年8月参加工作，

200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日报社总编室、政文部首席记者（副处
级），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处副处
长、处长，新闻宣传处处长。现任海南省
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拟任海南出版社
有限公司总编辑。

林有炽，男，1965年2月出生，海南
三亚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8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地方税
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副处级），省地方
税务局稽查局调研员，三亚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正处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党组成员，三亚市农业局局长、党组书
记，三亚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三亚
市崖州区委书记，市创意产业园工作委
员会书记。现任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委
书记，拟提名为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候选人。

吴海峰，男，1977年4月出生，湖北
汉川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学位，2004年8月参加工作，2003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财政厅
绩效评价处副处长、预算绩效管理处副
处长，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心（省财政国
库支付局）第五核算站站长，三亚市审计
局局长、党组书记，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党
组书记、市交通战备办公室主任（兼）。
现任海南省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
记、局长，拟提名为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人选。

陈 跃，男，1961年10月出生，海南
乐东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2年5月参加工作，1988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
镇委书记（副处级），河东区工委书记，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吉阳区委书记，
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工委书记，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现任海南
省三亚市吉阳区委书记，拟提名为三亚
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郑兰清，男，1966年3月出生，湖北
洪湖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硕
士学位，三级高级法官，1988年7月参加

工作，199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
任（副处级）、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
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第一庭庭
长、审判员。现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审判员，拟任儋州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提名为儋州市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贺敬平，男，1968年1月出生，湖北
监利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
博士学位，经济师，1991年7月参加工
作，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海南省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心（省财政
国库支付局）综合处副处长，资金支付处
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业务管理处处
长，副主任（副局长），省纪委省监察厅驻
省地税局纪检组（监察室）组长、省地税
局党组成员，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省纪
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现任海南省
纪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拟任中共
万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副厅级）。

张长丰，男，1972年4月出生，海南
昌江人，黎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昌江县乌烈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七叉乡党委书记、人

大主席，乌烈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昌
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西城区
委书记助理（挂职）。现任海南省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党
校校长（正处级），拟任中共东方市委委
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市人民政府市
长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政
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
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
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9年 5月 24日至30
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 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9年5月23日

公 告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郭萃

5月22日，2019自由贸易园区
发展国际论坛在海口落下帷幕。

两天会期里，中外嘉宾千余人齐
聚椰城，聚焦自贸园区合作发展、服务
贸易开放、金融创新及差异化发展等议
题，探讨实践经验，碰撞智慧火花，共
同描绘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与未来。

搭建平台 对话交流

此次举办的2019自由贸易园区
发展国际论坛，是我国建设自贸试验
区5年多以来在国内举办的首个自
贸园区领域高层次论坛。

“论坛既是落实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重要后
续行动，也是推动海南加快建设自贸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具

体实践。”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表示。
此次论坛旨在回顾自贸试验区

建设成果，借鉴国际知名自贸园区建
设的成熟经验，为促进中国自贸试验
区改革创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推动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凝心聚力。

“我们希望各国自贸园区的制度
制定者和各国投资者能够充分利用
本次论坛，增进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自
贸试验区的全面了解，深化互信合
作，拓展共同利益，进一步提升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国贸促
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冯耀祥说。

中国贸促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海内外众多自贸区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通过自由贸易园区发展国际论
坛这个全球自贸区建设国际交流对
话平台，开展国际间自贸区发展的政
策研讨、学术交流、商业合作。

多元活动 务实求效

5月22日上午9时，作为论坛主
题活动之一的自贸园区推介暨企业交
流会准时开始，会场上座无虚席，海
南、福建、广东、辽宁、重庆、陕西、湖
北、四川、天津等多个国内自贸试验区
以及迪拜、中非莱基、吉布提等国际自
贸港的代表，先后宣讲投资政策，介绍
发展经验，并与企业交流互动。

“江东新区产业规划以都市型产
业为主要形态，着力构建‘临空经
济+服务经济+生态经济’的开放型、
创新型产业体系”“未来江东新区将
实现‘真都市’与‘真田园’的完美融
合”……在现场，关于海口江东新区
投资邀请以及江东新区产业规划的
内容，引起不少与会嘉宾关注。

“我注意到宣介内容中提到，到

2025年，江东新区建设将与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要求相适应，服务能力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很好的蓝图。”中
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贸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论坛以“打造更好营商环境，建设自
由贸易新高地”为主题，相关活动多
元、内容丰富，共设有开幕式、2场全体
会议、4场专题研讨、论坛总结、自贸园
区推介暨企业交流会和商务考察等环
节，并发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海口倡
议》，取得了诸多务实成果。

倾听意见 寻求合作

2019自由贸易园区发展国际论
坛在椰城举办，也为“东道主”海南提
供了一个借鉴成功经验、倾听宝贵意
见、寻求合作机遇的学习交流平台。

“全力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着力点在于要扩大基建投资、大
力发展服务业、金融服务先行、建设
高科技研发基地、做强教育吸引人
才、打造国际高水准的营商环境。”中
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
副主任徐洪才说。

世界自由区组织首席知识官莫
汉·古鲁斯瓦米认为，海南可以充分
吸收已有自贸区的发展经验，比如政
策设计上可借鉴已有自贸区探索的
经验，并根据自身发展基础和特点进
行一定扩展。

“海南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过程中，应关注
全球发展趋势，将最新的科技和数字
经济运用到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
中。”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
与战略系副主任李东红建议。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2019自由贸易园区发展国际论坛为海南建设留下诸多宝贵建议

聚焦自贸园区 共绘未来发展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邢晓赢

10岁跟随父母来到海口；15岁
从海南出发，到美国读书、就业……
时隔20多年后，周弋钦没想到自己
会再次回到海南，并在这片热土上实
现自己的创业梦。

“我们要在海南构建一个国际型
的创业IP。”作为三亚科技旅游娱
乐文化加速器（以下简称三亚加速
器）创始人兼CEO，周弋钦的目标十

分坚定。

回国辞职圆创业梦

说起自己的回国之路，周弋钦用
“纠结”二字形容。“早在2006年，父
母就希望我能回国发展，但是我拒绝
了。直到2014年，美国微软公司与
海南省政府有项目合作，我接受了公
司派遣，回到海南工作。”周弋钦说，
国内的发展给了他回国的信心。

2017年，为促进三亚互联网信
息产业发展，三亚市人民政府与
SOSV基金旗下的中国加速达成了
战略合作，三亚加速器应运而生，借
助中国加速的全球品牌和资源，以及
依托三亚优质的自然环境资源与特
色，面向全球引进项目、企业、人才
等，致力成为三亚创新创业、科技转
化、人才培养的国际平台。

“为更好地推动三亚加速器发
展，我决定从微软公司辞职。虽然
周边有许多不理解的声音，我也有
些挣扎和疑惑，但是心里的创业梦
鼓励着我要勇敢尝试，去拼搏一
回。”周弋钦说，创业没有教科书，
需要自己不断摸索和学习，这一路
上遇到的挑战、困难和收获，都是
一笔财富。

引进及孵化企业达40家

据了解，三亚加速器目前已经引
进及孵化企业达40家，其中包括3

家国际企业，预计今年内可达80家
至100家。“在我们的推动下，专业展
会推广服务平台与三亚市会展行业
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国际
化运作体系、培育海南特色会展品
牌。此外，在其推动下，海南八方会
议会展有限公司成为海南省第一家
国际展览联盟会员单位，这是海南
会展发展史上一件开创性的大
事。”周弋钦介绍。

数据统计，2018年三亚加速器
举办了超过40场活动，其中包括了
多场国际化大型活动，例如将SOSV
基金一年一度的投资峰会 SKY-
DIVE 落 地 三 亚 ，它 所 承 办 的

“2018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
科技创新峰会”成为海南省“互联
网+”创新创业节主要活动，100名海
外嘉宾共聚三亚为海南发展带来国
际化视野和创业风向。

在企业引入过程中，三亚加速
器还与德国深知无限人工智能研究
院等多家国际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关

系，构建海南与全球创新创业交流
合作桥梁。

带动优质资源注入三亚

“海南在哪里？”2017年，在公司
筹备阶段，周弋钦曾向国外的朋友讨
教，却得到了这样的提问。“过去，我
的很多外国朋友都不认识海南。如
今，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海
南的名气，许多外国朋友都来问我是
否有项目做。”周弋钦说。

对于海南的发展前景，周弋钦越
来越有信心。“海南特别适合有梦想
的年轻人进行创新创业，来追寻‘诗
和远方’。”周弋钦说。对于即将于
5月30日至6月2日举办的2019三
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
他希望能在会上与众多华人华侨进
行深入交流，带动更多优质的人才、
企业、项目等资源注入三亚。

（本报三亚5月23日电）

三亚科技旅游娱乐文化加速器创始人周弋钦：

“海归”为三亚高质量发展添“加速度”
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将

于5月底在三亚举办，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关注三
亚华洽会”专栏，聚焦华人华侨投身琼岛经济社会发
展的故事、成就，以及海南举办华人华侨招商引资和
引进人才相关活动，敬请关注。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邵
长春）5月21日，省政府公布施行《海
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规范海南省大

数据管理局的设立和运作，创新大
数据管理体制机制。

《办法》指出，省大数据管理局是
省政府依法设立，承担大数据建设、

管理和服务等职责，不以营利为目
的，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不从事法
定职责外事务，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法定机构。

省大数据管理局在省政府领导
下，坚持创新、市场化、与国际接轨的
基本原则，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加快
推进海南大数据发展。

《办法》列出了省大数据管理局
主要承担的七项职责；同时省大数据
管理局要配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承
担全省信息化相关规划、监督职责。

就波音737MAX停飞

海南航空向波音索赔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

报记者5月23日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海南航空近日已就波音737MAX飞机长时
间停飞以及订单无法按时交付所造成的损失，正
式向美国波音公司提出索赔，双方将就此问题保
持持续沟通。

据相关媒体报道，东方航空、中国国航、南方
航空也已就737MAX停飞正式向波音索赔，至
此，国内四大航空公司均已就737MAX飞机停飞
等问题向波音公司提出索赔。

据了解，3月11日，海南航空应中国民航局
要求，已暂停其机队11架波音737MAX飞机运
行。相关数据显示，国内航空公司共运营有96架
波音737MAX机型。

省检察院组织
党务干部专题培训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
一怡）为进一步发挥党建在检察工作中的引领作
用，落实省检察院党组提出的“六爱、四守、三管
好、两发挥、一从严”队伍建设要求，5月20日至
21日，省检察院在海南省委党校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2019年党务干部专题培训班。

培训班针对课程内容和形式进行精心设
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集中授课结束后，
学员们在海南生态软件园党群服务中心和澄迈
县大丰镇才存党支部等七星级党支部进行现场
教学，实地了解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学
习支部的规范化建设。在参观和交流后，学员
们了解到不论是在企业发展，还是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党建工作从始至终都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引领作用。

学员陈云鹏认为，业务工作也要靠党建引领，
只有不断提高队伍的政治站位，办案起来才能不
走偏，才能真正在办理每个案件中做到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高海燕表
示，该院将切实加强对党务干部的党性教育培
训，督促其加强学习，提升自我能力素质和知识
水平，尽快适应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职责要求。
此类培训将成为基础性常态性工作，培训对象从
党员领导干部到一般党员，旨在进一步提高党员
队伍建设质量，激发党组织的生机活力，为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贡
献检察力量。

开
栏
的
话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管理暂行办法》施行

创新大数据管理体制机制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22日12时-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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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4

26

22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五指山严厉打击
使用泔水喂猪等行为

本报五指山5月23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
董国豪）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五指山市防控非洲
猪瘟指挥部获悉，该市要求在全市范围内严厉打
击泔水喂猪等行为。

据了解，该指挥部要求，该市各餐饮服务经营
者集中产生的餐厨废弃物必须由五指山市政府指
定的公司统一收运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
营病死、毒死、死因不明和未经检验检疫及检验检
疫不合格的猪肉及猪肉制品。

该指挥部还要求，严禁单位和个人屠宰、经
营、运输疫区内和未经检疫检验的生猪及产品，违
者一律由该市农业、交通、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
其职责依法没收，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依法
从重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