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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月我省工业节能
形势较好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林玲）
今年1月至5月，在节能力度不断加大和节能管理工
作深入推进下，我省工业节能形势较好。全省呈现出
工业能耗增速放缓、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清
洁能源生产快速增长、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提高等四大
亮点。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具体来看，工业能耗增速年内首次降低。1月至5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481.79万吨标煤（当
量热值），同比增长4.3%，增速比1月至4月低1.2个百
分点。与1月至3月、1月至4月工业能耗增速连续走
高相比，这是今年以来工业能耗增速首次降低。

1月至5月，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2.52%；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
源发电量38.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99%，比规模以
上工业发电量快16.5个百分点。

1月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加工转换总投入
1199.17万吨标煤，加工转换总产出1023.45万吨标
煤，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85.35%，比上年同期提高2.2
个百分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见A06版）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23日宣布：应日本国

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于6月27日至29日赴日本大

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

习近平将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落幕

16个项目获金奖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李布明）6月23日，第五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海南赛区竞赛在海南大学闭幕，省级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同时在海大揭
牌成立。经过激烈角逐，《植物小精灵
——开启儿童科学玩具新时代》等16
个项目获金奖。此外，26个项目获银
奖，36个项目获铜奖。

此外，海南大学、海口经济学院、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等5
所高校还获得本次大赛优秀组织奖；
海南大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三
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等3所高校获集
体奖；海南大学获特别贡献奖。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
大赛主题为“敢为人先放飞青春梦，勇
立潮头建功新时代”，海南赛区分为高
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和职教赛道共计10个小组。大赛自
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省20所
高校的6616个项目组报名参赛，参与
学生达2.86万人次，最终共有190件
作品入围海南赛区决赛。据统计，今
年参赛项目数量、参与学生人数、项目
质量等较往年均有明显提升。

据悉，海南赛区由省教育厅、省工
信厅主办，海南大学承办。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降幅进一步收窄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张春梅）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5月，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降幅较1月至4月收窄3.7个百分点，非房地
产投资占比提高，投资结构趋于优化。

具体来看，1月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运行主
要呈现4个特点：非房地产投资比重提升，投资结构明
显优化。从投资结构来看，全省非房地产投资占固定
资产投资额比重达53.67%，较去年同期提高3.27个百
分点。分市县来看，非房地产投资额占投资比重高于
60%的市县有10个，高于80%的市县有5个，房地产
开发投资比重总体稳步回落。

新开工项目推进力度加大，投资降幅有所收窄。
1月至5月，全省新开工项目共348个，其中，房地产开
发项目16个、非房地产项目332个。尽管数量少于去
年同期，但新开工项目规模有所扩大，项目推进力度较
1月至4月明显加快。

部分行业投资成倍增长，多数行业形势转好。1
月至5月，部分行业投资同比实现跨越式增长，如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增长234.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投
资增长208.8%。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作为全省第一批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单位
之一，省农业农村厅将突出‘三农’
特色，抓好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使之贯穿主题
教育全过程，确保取得实效。”6月
23日，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
长许云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该厅将以主题教育为抓
手，充分结合农业农村工作实际，
重点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摘编
等内容开展学习研讨，并引导党员
干部履职尽责、勇于担当，用推动
工作的实际成果检验主题教育的
具体成效，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两手抓

在省农业农村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现
场，与会人员人手一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口袋书》，

内容包括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主要
精神等。像这样的主题教育口袋
书，目前该厅已经不断更新编印了
3本，发给全厅所有党员干部学习。

“编印口袋书，旨在通过创新
学习内容、载体等，增强主题教育
的针对性、实效性，做到入脑入心、
学深悟透。”许云说，学习教育是主
题教育的重点之一，在抓好学习教
育方面，该厅将组织原原本本学、集
中研讨学、现场体验学，采取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和辅导
讲座等多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到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展活动，重温
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接受党性
洗礼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在于全面准
确系统地把握其真谛真义，坚持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把握这
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
实质、实践要求。

除了将学习教育、理论武装贯
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省农业农村厅
还将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探索
农业农村工作如何更好服务于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以狠抓调
查研究，着力破解难题。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最
大的短板在农村，最薄弱的基础是

‘三农’。开展主题教育，全厅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 下转A02版▶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许云：

突出“三农”特色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书记谈

■ 本报记者 华晓东 刘 袭 袁 宇
通讯员 李 超

一座几近百年的老校，没有沉寂
于岁月的风霜烟雨，却以风华正茂的
姿态力创全国一流。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海南软件学院）脱胎于1923年
创立的琼东中学。如今，她老树新
芽、老校新颜，凭借办学硬功夫，在强
手如林的国内高职院校中，奋勇争
先，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育才 教学模式别开生面

一所学校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培

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琼海师范学校于2003年升格为

海南软件学院。近5年来，党委书记
詹少斌带领党委一班人立志办全国
优质高职院校。海南软件学院连续
两次成为通过教育部人才培养评估
的公办高职院校、获“全国文明单位”
称号的高职院校。

育才，育专才，育与产业发展前
沿契合的专才，是海南软件学院秉持
和坚守的办学之道；而让这条道路越
走越宽的，则是“产教融合”的办学模
式。围绕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该校目前建成软件开发与服务、
电子商务、数字艺术设计等五大专业
群，其中动漫专业教学质量拔尖，达

到全国一流水平。
近5年来，从这些专业走出去的

学生达7492人，遍布全国各省区市，
不乏在阿里巴巴、腾讯视频、央视动
画公司、中国惠普等前沿企业工作的
优秀学子。

育才，自是办学的题中应有之
义。但是育才又不是简简单单就能
够实现的，特别是一所高职院校，如
何确立自己独特的教学模式、人才培
养模式，是一道需要拿出改革勇气和
魄力才能回答好的重大课题。

桂占吉教授是北京理工大学博
士、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后，既精湛于
学术，又擅长于教学。他大胆革除传
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根据动漫人才成
长规律，变教师为“师傅”、变学生为

“徒弟”，“师傅”手把手带“徒弟”，实
干真做。经过7年探索和创新，全国
独创的“三级导师学徒制”教学模式，
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

获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方面，海南软
件学院由此实现历史性突破。

育人新模式让高素质人才不断
冒出，在全国大赛崭露头角。2014
年至今，动画学院荣获国际数码艺术
展金奖1个、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
奖3个。

名师出高徒。为了挖到名师，海
南软件学院下了一番功夫。北京大
学王伟教授是我国著名动画前期设
计艺术家、动画美术教育家，2位学
院领导和动画学院负责人先后4次
专程到北京拜访他，“三顾茅庐”真心
求才。2017年底，王伟教授被感动
而来海南。

中国戏曲学院李莘教授、加拿大
特效动画师左蒙等行业领军人物，也
被海南软件学院领导挖来，组成大师
团队。

学生学业的突飞猛进，缘于全国
知名大师手把手地指点。2014级学

生周菊入学前没有绘画基础，但有幸
成为李莘教授的徒弟，2018年6月，
在李莘教授指导下，她创作的动漫作
品《说说这5年》，获评全国高校征文
一等奖。

央视动画公司等前沿企业，与偏
居一隅的海南软件学院合作“联姻”，
大师团队是“红娘”。海南软件学院
创作的《可乐狗》《金锣号》《红色娘子
军》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网络
视频点播量超1.2亿次，突破地域限
制，在全国名声大噪。

不落传统学科体系的窠臼，别具
一格通过软件项目开发等方式，传授
学生实战技能。30岁出头的中山大
学硕士毕业生马杰副教授，创办的风
驰蜗牛软件研发团队，成了海南软件
学院的一张名牌。2018年 8月，他
带领5个学生开发的中医养生软件
项目，获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
大赛二等奖。 下转A02版▶

产教融合聚才育才，开放办学不拘一格，创建全国一流高职院校

海南软件学院的硬功夫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周晓
梦）6月23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与省政
府研究室党总支以及他所在的省政
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的党员们
一起来到中共琼崖一大会议旧址，参
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教
育现场体验教学活动，重温革命斗争
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接受党性洗礼。

在中共琼崖一大会址内，沈晓
明与大家一同参观史料展，听取讲
解，并观看《琼崖曙光》史料片，了解

革命先辈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的光辉业绩和艰辛历程。随后，就
地召开“我的初心”学习讨论交流
会，大家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实际，
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
具体问题与大家交流。他还与大家
共同重温入党誓词、习近平总书记
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
南湖红船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指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共
产党人的初心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
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初心
的集中体现。要把共产党人的初心
当作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把自
己的理想和追求与共产党人的初心
结合起来；把每个人的个人理想和
追求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断对标、
不断修正，如涓涓细流汇入汪洋大
海一般，把个人理想和追求融入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之中。
沈晓明强调，要以主题教育活动

目标任务为指引，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忠诚于党、忠
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自觉
把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命运和
党、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爱党忧党、
兴党护党，为国干事、为民谋利。

倪强参加。

沈晓明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时提出

把每个党员的理想和追求
融入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之中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崇高精神
永放光芒。“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
逞英雄”“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
我埋掉”“让人民幸福是最美妙的
事情”……时光荏苒，多年过去，再
次品读焦裕禄、谷文昌等中国共产
党人优秀代表的人生格言，仍然直
击心灵；他们带领党员干部群众奋
斗拼搏事迹里展现出深沉的使命

感，依然催人奋进。
使命感是什么？它是坚定的

信念，任凭艰难困苦，始终坚忍不
拔；是无私的担当，无论风吹雨打，
始终责任在肩；是磅礴的力量，携来
万千溪水，汇成江河奔腾。有了强
烈的使命感，心中就会油然而生一
种责任意识，响鼓不用重锤敲，不待
扬鞭自奋蹄，把每一项工作都抓得

很紧，每一步都踏得很实；就会激发
一腔豪气，不怕困难，不畏艰苦，勇
于直面一切挑战，敢于同一切困难
作斗争；就会具备一股韧劲，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百折千回而意志愈
坚，千锤百炼而斗志愈旺。

人间正道是沧桑。使命感，从
来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空泛的
表态，更不是说在嘴上的话头，而
是体现在点点滴滴的作风中，熔铸
在干事创业的激情里，反映在实实

在在的业绩上。当前，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各
项决策部署需要尽快落地，很多难
题挑战需要及时破解，大量工作任
务需要抓紧完成。持续增强使命
感，就是要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当好
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实干家，立足
岗位，展现本色，一门心思干事业，
一以贯之抓落实，以推进事业发展
的实际成效检验使命担当，以自己
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有一种使命担当催人奋进
■ 张永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谈④

三亚口岸水果出口
快速增长
前5月出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0倍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者张
振豪 通讯员郑文虎）海口海关近日披
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月—5
月，该关共监管三亚口岸出口鲜荔枝、
红心火龙果、鲜芒果等水果28批次，
同比增长2.1倍，货值74.67万元，同
比增长10.52倍；出口市场涉及荷兰、
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西班牙等国
家，实现了水果出口种类、出口货值、
出口市场的同步快速增长。

为保证水果新鲜出口，海口海关实
行全过程无假日预约服务及快速验放
工作模式，确保出口水果随到随验、快
检快放。此外，海关持续优化风险监控
工作流程，减轻企业负担。同时，推广

“优质农产品出口免于出具检验检疫证
书和备案”，支持符合资质企业向省农
业农村厅提交相关认证认定申请；加
强原产地签证政策宣贯力度；强化有
害生物监测与农药残留监控工作，指
导企业完善疫情疫病监测，助力企业
提升水果品质，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炎炎夏日，椰城各行业劳动者

坚守岗位、不畏艰苦

太阳很烈 你们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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