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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中央统战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全国工商联五
个主办单位联合开展第五届全国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
动，经海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
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评选表彰领导小组推荐、全国评选
委员会办公室初审同意，我省第五
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人选
为陈良刚、刘文民、钟春燕。为体
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广泛听取
意见，现将人选情况进行公示，欢
迎社会各界监督。

陈良刚 农工党员，海南立昇
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海
南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总商会）
副会长。20年来，专注水处理膜技
术研发，取得专利技术70多项，荣
获“中国制水大工匠”和科学技术进
步奖等多项荣誉称号。企业在行业
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济效益显
著，近三年利税总额1.303亿元。企
业 就 业 员 工 447 人 ，社 保 率
100%。企业建立党委和工会组
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
慈善事业，近三年累计捐款288.29
万元。

刘文民 中共党员，齐鲁制药
（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省人

大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席。入选“国
家万人计划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
才”，海南省杰出人才和省委联系服
务重点专家。公司以科技创新和国
际化为战略，是省内首家通过美国、
欧盟“双认证”的医药企业，近三年
利税总额21.51亿元。企业就业员
工669人，社保率100%。企业建立
党委、工会和团组织。热心社会益
事业，近四年累计捐款82万元，累计
捐物（药品）价值2.41亿元。

钟春燕 无党派人士，海南椰
国食品有限公司总裁，全国工商联
十二届执委、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委员、省工
商联（总商会）副会长。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全国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称号。申请国家专利188
项，其中2项荣获第十四、十六届“中
国专利金奖”。以专利打造年产值
50亿元椰果产业，企业处于行业领
先技术地位，效益良好，近三年利税
总额3.82亿元，企业员工参保率达
100%。企业建立党委和工会组织。
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近八年累
计捐款212.74万元，累计捐物价值
30万元。

公示期限：从2019年6月11日
至6月17日，共7天。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以书
面、电话或电子邮件形式，向省评
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以个人名
义反映的须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
姓名，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单
位印章。

受理单位：海南省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9
号海南广场5号楼304室

联系电话：65338915（含传真）
E-mail：hntzbgsc@hainan.cn

海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
表彰活动领导小组

2019年6月11日

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人选公示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王
玉洁）在省委组织部、省委人才发展局
的邀请下，6月10日到14日，23名上
海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成员将前往临
高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采取点
对点、一对一的方式开展科技帮扶，助
力海南乡村振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博士
后分别来自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肯塔基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等高校和单位，有着丰富的科技
服务经验。目前，他们已经与海南对
接了21个服务项目，包括乡村特色风
情小镇建设、基层党建、园区规划、污
水治理、农产品品牌打造、农产品加
工、教育教学管理、棚户区改造、黎药
等与海南建设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

省委组织部、省委人才发展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海南与上海联系紧密，合
作密切，一直以来上海都十分支持海南
建设发展。此次上海博士后科技服务

团带着项目来到海南，体现了两地的深
厚情谊，海南各项目点不仅要结合发展
实际虚心请教，更要为博士后服务团做
好服务，确保项目有实在的进展。

据了解，基于海南与上海去年4月
16日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年
3月，在了解了海南具体的科技服务需
求后，上海人社局便向上海市所有博士
后流动站、工作站征集专家，最终遴选
23名专家对接海南所需的21个项目。

“到海南开展科技服务，是落实国
家战略、加强两地交流合作的具体行

动，也给博士后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
会，为他们搭建了展现个人能力的平
台。”上海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高度重视此次活动，针对海南特
色产业发展，服务团成员将扎实开展
工作，确保项目有所成效，切实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际贡献。

“大家都知道，海南正在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来之前，我们也都做足了功课。”对接临
高金牌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复
旦大学在站博士后邓业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他此行主要是为了探讨海南建
设自贸区、自贸港背景下的园区产业发
展，理清海南要如何进行产业创新和发
展等，他们很期待能不断加深对海南产
业发展现状的了解，提出促进海南海洋
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不少博士后说，他们这次均带着
问题而来，在确保项目扎实开展的基
础上，也期待了解海南的特色产业发
展，把海南建设发展取得的经验带回
去，为双方进一步深入合作搭起桥梁、
打下基础。

上海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来琼开展服务
23名博士后带着项目赴临高、保亭、琼中、白沙实行点对点、一对一帮扶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体验活动

我省老中青三代
黎锦技艺传承人展风采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尤梦瑜）2019年
6月8日是我国2019“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文
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非遗保护 中国实践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名册展示体验活动”于6月8日至10日在广
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举行。海南派出多位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参加展示活动。

此次展示体验活动分天籁之音、天工匠心、天
人合一三大版块。我省选派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符林早和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符秀英、胡春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级代表
性传承人王晓虹和12岁小学生郑舒萍及省民族
技工学校选派的代表陈达谞、黄云等7人参加常
态展演。在天人匠心展区，他们一边展示手中的
精彩技艺、一边哼唱着《久久不见久久见》等黎族
歌曲，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欣赏。

6月9日上午，符秀英、陈达谞、符林早3人相
互配合进行黎锦技艺展示网络直播，与观众互动，
引来热烈反响。

据介绍，此次我省选派的7人展演队伍，代表
着10年来我省培养培训黎锦技艺传承人的成果，
既展示了传承梯队的健康发展和各方共同参与保
护的成果，也传递出海南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履
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规教育和鼓励群
众积极参与的公约精神。

海南电网一新建工程
获评中国电力优质工程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杰 林娟）南
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澄迈玉楼220千伏输变电新
建工程近日获评2019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这
是海南电网首次获得该荣誉。

据悉，该工程于2018年8月投产，本期建成
两台18万千伏安变压器、两回220千伏线路、六
回110千伏线路等，总投资2.12亿元。工程结合
海岛特征进行20项专项优化设计，环保、经济及
社会效益显著，其中土建设计采用温拌沥青，较普
通热拌沥青节约燃料油20%-30%，降低二氧化
碳、沥青烟排放分别为50%和80%；建筑外墙采
用新型墙体材料，每平方米较黏土砖节省生产能
耗41.8%；工程节省电能损失、造价等各项成本近
450万元。同时，该工程依托《海南省域电网抵御
多重灾害关键技术及应用》科技成果，有力提升电
网灾害预警防御能力。

该项目工程投运后进一步改善了海南电网结
构，实现海南电网北部区域的双环网构架，每年可
向北部地区供电9亿千瓦时，有效助力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

中远海运集运
将开辟洋浦至仰光快航

本报洋浦6月10日电 （记者邵长春 林晓
君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
了解到，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将于6月
18日开通洋浦至仰光快航，投入3艘1300TEU
（20英尺标准集装箱）船舶，打通洋浦与新加坡、
缅甸、马来西亚的往返通道。

该航线连通洋浦-新加坡-缅甸仰光-巴西
古当，可提供海南至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快速
直航服务，助力海南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通过连
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我国西南地区商品提
供了一条快捷海上物流通道，同时也为国内其他
地区及东北亚客户提供便捷中转服务。

该航线还将洋浦港与新加坡、仰光、巴西古当
等三大港口快速衔接，不仅扩大了东南亚至洋浦
直航路径，未来还将与覆盖全国沿海各主要港口
的内外贸航线连接成网，提供货物快捷中转通道。

关注2019年高考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计
思佳）6月9日下午，我省2019年高
考顺利落下帷幕。今年，海口全市
高考考生共有14488人，约占全省
考生人数的四分之一。高考期间，
在海口各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下，
该市以绣花功夫做保障、众志成城
护高考，实现了“零事故、零差错、零
投诉”平安高考的目标。

海口12345智慧平台提前设立
高考专席，安排78名话务员24小时
值班，将高考诉求件统一列为紧急
办件，严格落实“30分钟响应处置”
机制。

为了给考生提供更精准更高效

的服务帮助，平台提前收集了海口
各个高考考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同时，梳理了往年高考期间考生八
大问题，制定预案，发放给每个话务
员，以提高热线对高考办件的处置
效率。

数据显示，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热线共受理办件9564件，已办
结 7641 件，其中涉及高考类办件
177件。

6月的海口高温酷暑，过去很多
考生高考时汗流浃背，心烦气躁。
今年，海口在全市9个考点491个考
场全部安装了空调，让考生高考不
再高“烤”，考生、家长、社会媒体纷

纷点赞其为民心工程。针对高温暴
雨天气，在考场外，海口公交集团在
各考点投放了9辆空调车及摆渡车
辆，供考生家长避暑休息。

各个考点外忙碌的志愿者更是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广大考
生及家长送去“清凉”。据悉，爱心
助考志愿服务活动是海口志愿服务
常态化品牌项目之一，至今已连续
开展了11年。今年志愿者共发放饮
用水等爱心物资6万余份，服务考生
及家长1.3万多人次。

每年，都有不少粗心、糊涂考生
忘带或者丢失准考证。这时，路面
上的交警成为考生们最可靠的“速

递员”“救险员”。数据显示，今年高
考期间，海口交警部门累计为20多
名考生提供“赶考”服务。

此外，教育、公安、住建、城管、
工信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销售作弊
器材等专项行动；供电、电信、应急
管理部门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全力
保障考试期间电力、通信、道路安全
畅通；市场监督、卫健部门发出整改
意见书203份整改意见454条，确保
考生及家长“舌尖安全”；综治、住
建、城管、生态环境、旅游文化部门
联合开展集中整治活动，坚持24小
时值班受理投诉，整治噪音、占道经
营等行为265起。

多部门联动 全方位保障 立体化关爱

海口众志成城护高考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随着2019
年高考的顺利结束，如何科学填报
志愿，如何根据考分选择心仪大学，
成为让考生和家长关注的话题。

由南海网主办的2019高考志
愿填报系列讲座之首个专场讲座
——中信银行特约高考志愿填报讲
座专场，将于6月 12日 20时至 22
时在海南日报大厦二楼会议厅举
办。届时，将邀请南海网“海南名师
专家团”讲师马英，以“如何科学填

报高考志愿”为题举办讲座，并为家
长和学生解答高考志愿填报遇到的
疑惑，讲解填报技巧。

马英，海口市第一中学英语高
级教师。2007 年，因人才引进到
海口市第一中学任教，教龄长达三
十多年，并多次获得省级、市级优
秀教师以及优秀班主任荣誉。马
英在填报学生志愿、生涯规划、个
性心理辅导方面有独特的方法，近
年来开讲的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
座已帮助 3000 多学子填报志愿，

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本次讲座名额有限，可通过两

种方式报名参加：一、扫描本文配图
中的二维码报名；二、到中信银行海
口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报名。

“海南名师专家团”是由南海
网、南海网教育频道联合发起组建
的，将聚集海南教育名师、专家资
源，通过南海网全媒体传播平台，
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让海南学生、
家长受益于优质名师资源，为高考
助力。 扫描二维码可报名参加讲座

军队院校
在琼招生启动
政治考核报名时间截止6月23日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 （记者
陈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海南日报
记者6月 10日从省考试局获悉，
2019年军队院校在琼招生工作已
启动。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
生的政治考核工作时间为6月9日
至6月28日17时，其中考生报名参
加政治考核的截止时间为6月23
日18时。根据相关规定，逾期未参
加政治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考生，
不能参加军队院校面试和体检。

据了解，参加政治考核的对象
须为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且
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参加2019年度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
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年龄不
低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
2019年8月31日）；未婚。

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需
从高中毕业学校、县（市、区）级人民
武装部领取《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
学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表》，或到省
考试局网站下载并以正反两面打印
考核表，按规定填表并将考核表送
至高中毕业学校。学校将对考生在
校表现做出鉴定，在相应栏目签署
意见并加盖印章。6月23日18时
前，考生需将高中毕业学校盖章鉴
定的考核表报送至县（市、区）人民
武装部并完成报名登记。

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在填表时，
“报考院校及专业”这一栏可暂时不
填。在填报志愿阶段，考生可根据
《2019年填报志愿指南专刊》中提
前批军队院校招生计划及专业计划
等情况，进行志愿填报。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
预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

6月 10日，俯瞰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三亚学校项目工地，主体
建筑已进入外墙涂饰、装修收尾阶
段，正在进行道路铺装、运动场等配
套设施以及景观绿化施工。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三亚市海
棠区，2017年11月开工建设。校区
建设包含教学楼、行政楼、综合楼、
宿舍楼、运动馆、图书馆、食堂、体育
场等，能满足6000名学生及老师、
行政人员、辅助人员学习、办公和住
宿需求，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总
体完成85%，预计7月底全部具备
交付条件，9月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指出

扛起政治担当提升指导水平
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有序推进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李磊）6月10日
晚，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在海口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前一
阶段我省主题教育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审议我
省主题教育有关工作方案。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彭
金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研究审议了《现职省级党员领导干部带
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
方案》《省级党员领导干部开展蹲点调研工作方
案》《主题教育巡回指导工作方案》《主题教育宣传
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我省第一批主题教育筹备有序、起
步扎实、进展顺利，实现了良好开局。在下一步的
工作中，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进一步扛起政治担当，
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主题教育；要
强化自身建设，以自身建设的高质量保证主题教
育的高质量；要不断加强学习研究，把中央和省委
的有关精神学深学透，内化于心，做到先学一步、
学深一层，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综合指导能力，加
大指导工作力度，确保第一批主题教育高质量有
序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海南名师专家团”教你如何报志愿
首场讲座6月12日晚在海南日报大厦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