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12月14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清锐 美编：杨薇A02 综合

■■■■■ ■■■■■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创客中国”
海南孵化基地揭牌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吴茹春 唐雪珂）12月13日，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在海口开启创新创业政策系列宣贯活动，并为“创客
中国”海南孵化基地授牌。

据悉，当天活动围绕创新创业、中小企业服务、
招商等政策解读展开，旨在加深企业对自贸区、自贸
港相关政策的理解，使更多企业可以享受到政策红
利，吸引了近70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参与。

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勇烨介绍，
活动主要是针对“创客中国”项目开展，将就项目发
展方向、场地孵化、包装推荐等进行全方面培育，并
为项目提供场地使用补贴、培育游学等优惠，引导我
省中小企业逐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据悉，创客中国大赛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
心重点打造的，为广大中小企业及创客搭建的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公共服务平台。

现场还举办了向海口滨海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授牌“创客中国”海南孵化基地仪式，并向获得“创客中
国”全国200强的企业和创客颁发项目奖金。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李
磊）按照省委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工作部
署，省委人才发展局牵头，对人才引进
培养存在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日前，省委人才发展局
公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专项整治人才引进培养存在问题
的工作成果。

聚焦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
发展需要，解决国际人才环境不够优

化问题。加大对中央《关于支持海南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
宣传力度，制定修订柔性引才、高层
次人才认定、人才医疗保障、总部企
业团队引才服务保障、内地国有企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在海南
兼职兼薪等5项配套政策，出台《海
南省外国人才服务“一卡通”试点方
案》等一系列国际人才政策。开展全
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行动和公共场
所外语标识专项整治，实施国省道标
志牌改造工程，完成361块新建、改
造标志牌和940块旅游标志牌标注

英文标识工作；海口、三亚等地的重
要客运场站和主要客运港口实现中
英文标识和信息播报。支持创办国
际学校，推进哈罗公学外籍人员子女
学校和哈罗国际（中国）礼德学校建
设，引进巴黎索邦大学、美国西北大
学等知名高校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坚持实施“双轮驱动”战略，解决
人才引进培养系统性不够问题。精心
实施“南海系列”育才计划，一次性遴
选南海名家、南海英才、南海工匠、南
海乡土人才近700名，带动各类重点
项目培养人才3000多人次。向“南海

系列”育才计划培养对象提供4200余
万元人才资助经费。隆重召开全省人
才大会，向“南海系列”育才计划人才
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宣传先进事迹和
突出贡献，营造见贤思齐的良好人才
氛围。招聘和吸引农村教育人才、农
村医疗卫生人才等基层急需紧缺人
才，充实基层重点领域人才队伍，主题
教育期间共选派18名基层优秀青年
人才以国家“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身份
到中央部委和先进省份学习研修。

扎实推进人才服务“一站式”平
台建设，解决人才服务保障不够到位

问题。健全人才公务服务机构，省政
务中心设立了国内人才服务处和国
际人才服务处，三亚市成立了高层次
人才服务中心，陵水、白沙、洋浦等市
县（区）成立了人才服务中心。省政
务服务12345平台设置了英、韩、俄
多语种坐席，其中英语坐席可保障全
天候24小时服务；海口市全面推行
人才落户承诺制和容缺办理机制，办
理时间从一至两周缩短至当场办
结。澄迈县依托智慧澄迈APP系统
对人才落户、人才住房补贴等服务项
目实现线上办理。

省委人才发展局公布专项整治人才引进培养存在问题工作成果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12月，地处亚洲与欧洲交界处的
亚美尼亚共和国正处寒冬，而位于中
国南端的海南岛依然暖风扑面。

12月13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希
拉克州州长蒂格兰·彼得罗乡一行不
远万里来到海口，参加2019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这趟冬交会之旅，不仅让蒂格兰·彼得
罗乡对中国、对海南有了直观的初步
了解，更开启了与海南的崭新合作
——代表希拉克州政府，与海南省政
府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根据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愿意共

建友好关系，扩大经济、科学、技术、旅
游、能源、教育、医药、文化等领域的合
作，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交流与合作。

这是蒂格兰·彼得罗乡第一次到
海南，也是他第一次到中国。“对我们
而言，海南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冬交会
不仅是一次全球盛会，更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国际市场。”蒂格兰·彼得罗乡
对未来与海南的合作充满期待，他认
为双方的合作潜力无限，更期待能通
过海南了解中国，扩大经贸合作。

参加冬交会期间，蒂格兰·彼得罗
乡拍了很多海南热带水果瓜菜的照片，
还品尝了海南美食，这些都是很新奇的
体验。蒂格兰·彼得罗乡说，正是因为

参加了冬交会，使他更想了解海南这些
奇特的热带农作物，了解海南热带农业
发展，“海南有较为先进的农业科技，我
们想学习海南相关的先进经验，并和海
南开启农业方面的合作。”

与蒂格兰·彼得罗乡的想法如出
一辙，亚美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谢尔
盖·马纳萨良同样相信海南未来的发
展潜力无限。当前，海南正在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到访海南多次的
谢尔盖·马纳萨良认为海南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先行者”。

“我们期待了解更多海南建设发
展的开放政策，与海南建立良好互信
的合作关系，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发

展。”谢尔盖·马纳萨良举例说，比如在
教育领域，他们期待与海南加强校际
合作交流，譬如交换学生和教师开展
学术交流，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同
时，完善教学方法，借此深入了解对方
城市的文化和历史风貌。

在中国—亚美尼亚区域发展基金
会主席谢尔盖·阿瓦尼索夫看来，当前
希拉克州也正在寻求更大的对外开
放，这和海南有很多相似之处，希拉克
州是亚美尼亚的一扇窗，海南也是展
示中国的一扇窗。

更深层次的往来和合作，需要依
赖更开放的政策和更通达的交通网
络。对此，谢尔盖·阿瓦尼索夫格外关

注海南实施的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
签政策，他认为这能推动一个地区的
对外开放。

根据合作谅解备忘录，希拉克州
和海南省将开拓旅游领域的交流合
作，例如培养城市间可能的旅游目的
地，安排旅游公司、酒店以及大众传媒
公司代表进行考察等。得知海南现已
开通了通往多个国家的直飞航线，谢
尔盖·阿瓦尼索夫告诉记者，他期待不
久的将来，海南能开通飞往亚美尼亚
的直飞航线，让更多亚美尼亚人不用
在俄罗斯转机就能直达海南，到这里
旅游度假，寻求更多领域的投资合
作。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亚美尼亚希拉克州与海南将扩大在经济、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宾朋万里至 牵手寻共赢

为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连日来，海南等地全
面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进企
业、入校园、走田头、下医院，与基层
干部群众面对面、肩挨肩、聊家常，
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有效激发干部

群众只争朝夕、干事创业的斗志与
激情。

12月11日上午，海南省万宁市
北大镇山牛田村委会广场前人头
攒动，格外热闹，一支特殊宣讲队
伍——“文艺轻骑兵”正在这里演
出，他们用群众喜爱的歌曲、舞蹈、
琼剧等节目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

“‘文艺汇演+宣讲’帮助我们对
党的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今后脱
贫攻坚、产业发展会有更大帮助。”村
民邓运洪说。

12月初以来，这支由歌舞团队、
贫困户代表、候鸟老年团体、归侨侨
眷组成的文艺轻骑兵队伍，围绕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创作一批短小
精悍的文艺作品，走进8镇12村，用

小节目讲大道理，把全会精神送到百
姓心中。

像这样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
宣讲活动，南国宝岛随处可见。五指
山娘子军宣讲团、儋州调声宣讲队、琼
剧表演文艺宣讲……形式多样的宣讲
活动确保老百姓坐得住、乐意听、记得
牢、愿落实。

“一轮轮宣讲，在全省掀起学习

热潮，激发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
精神劲头，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
建设自由贸易区（港）的强大动
力。”海南省委讲师团团长邓春玲
说，截至12月 11日，海南全省已组
织了近1800场宣讲，16.2万余群众
收听。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
者赵叶苹 张亮 刘扬涛 李志浩）

掀起学习高潮 激发干劲热情
——海南全面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中央媒体看海南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12月10日，在位于东方市马岭
岛西林场西北侧的东方佳之卉农业
有限公司菊花种植基地里，工人在采
摘菊花。

据介绍，该基地的发展带动周边
村庄的贫困群众就业，他们不仅有
了稳定的工资收入，通过公司定期
开展的培训活动，还学到了一门种
植技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鸿 摄

菊花飘香
采摘正忙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丽云

“你看，这些澳洲龙虾多健康，
外壳色泽光亮，都是我负责喂养出
来的。”12月 11日，在位于定安县
定城镇桐卷村的黄亚二饲养专业
合作社渔光互补澳洲龙虾养殖基
地内，在此打工的村民朱光吉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朱光吉过去家庭收入微薄、生
活拮据，今年来在基地里学习了技
术，并负责基地里鱼虾的日常饲养
等工作，每个月能拿到近3000元
的工资，让一家人的生活状况有了

极大转变，成功脱了贫。
在基地里，若干个鱼塘里饲

养着鱼虾，鱼塘的水面上则架设
了一块块光伏板阵列。合作社社
长黄江军介绍，这就是“上可发
电、下可养鱼”真正做到“一塘两
用”，实现资源综合利用的“渔光
互补”模式。

“土地利用率高，收入增加了
不少。”说起“渔光互补”模式的好
处，黄江军算了一笔账：一亩水塘
一年可以养两造澳洲龙虾，每亩每
造可产出成品虾200公斤，收益约
为2万元。这样算下来，每亩年产
值约4万元左右。而这只是鱼塘里

的收益，每亩鱼塘每年的光伏发电
收入也可以达到4万元左右，可以
实现单产效益最大化。

而在实现高收益的同时，合作
社还以“一亩带一户”为目标，通过
土地租金、参与劳动、产业资金入
股、利润分红、技术培训等方式共
帮扶了贫困户118户236人。

“今年年初的第一造龙虾已卖
了 40 万余元，第二造即将出塘。
从目前养殖的情况来看，今年入股
的 65户贫困户，预计年底每户将
能获得 1200 元分红。”黄江军表
示，鲜活的小龙虾在国内外市场上
倍受消费者青睐，基地的龙虾目前

已经开拓了杭州、上海等地的市
场，产品供不应求，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

当前，该基地项目一期建设规
模230多亩，养殖水面180多亩，总
投资190多万元。现已放苗120多
万尾澳洲龙虾，预计产值可达400
万元以上。接下来，基地计划进一
步扩大养殖规模，并新增大闸蟹和
贵妃鱼等优质高效品种。与此同
时，基地还将进一步加大扶贫力
度，通过带动贫困户打工、产业分
红等方式，帮助更多贫困户实现脱
贫增收。

（本报定城12月13日电）

定安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打造“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养殖模式

“渔光互补”补出虾电双收
“保险+期货”
助力我省脱贫攻坚
今年已产生赔付2264万元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王楠）我省通过“保险+
期货”项目受益的贫困胶农达5.8万
户次，仅2019年该项目已产生赔付
2264万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12
月13日举行的海南省“保险+期货”
领导干部培训会上获悉的。

培训会上，来自上期所、海胶集
团、中信期货、新湖期货、太平洋财险
海南分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分别就“保
险+期货”模式运作和试点工作、“保
险+期货”试点项目操作经验以及发
挥跨界协同作用助力脱贫攻坚战略等
主题，进行详细讲解。

本次培训由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等单位联合主办。

◀上接A01版
深化人民传统友谊，促成中国广东省、海南省同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地方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密切沟通
配合，继续就气候变化、海洋等重大问题加强协调。

帕努埃洛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他
表示，我此次访问期间，切身感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
化和现代发展成就的交相辉映。作为中国的真诚朋
友，我为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相
信中国未来将取得更大成功。密方高度赞赏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及为促进世
界和平与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虽是小国，但始终感受到中国的平等对待和尊重。中
方最早给予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支持，并为密国家发
展提供帮助，密中建交30年来，两国合作给密国家和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重申，密方将继续坚定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纯属中
国内政，外国不应加以干涉。中国成功举办国际进口
博览会，表明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合作和
共同繁荣。密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经贸、基础设施
建设、农业、教育等领域合作，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相信密中关系未来将更加美好。密方赞赏中方
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
继续与中方加强协调合作。密方愿继续为推动太平
洋岛国和中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
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帕努埃
洛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杨洁篪、王东明、王毅、杨
传堂、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帕努埃洛会谈

◀上接A01版
双方约定，下一步双方将各自尽快完成法律审

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
体安排进行协商。

协议签署后，希望双方能够遵守协议约定，努力
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相关内容，多做有利于双边经
贸关系发展和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维护世界
和平与繁荣。

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的声明

“海绵城市”建设
为三亚高质量发展赋能
◀上接A01版
接入本项目范围内的地下雨水分流设施，超出项目
调蓄能力的干净雨水，直接溢流排入周边河道。

全市治水则按照“上中下”空间布局：“上截”，就是
将三亚金鸡岭山体雨水截流至东岸湿地和三亚西河；

“中蓄”，就是利用东岸湿地、抱坡溪湿地、腊尾山塘、山
水国际山塘等多个湿地山塘等水体调蓄；“下排”，就是
对部分地势低的区域点用雨水泵站进行强排。

当然，如果把水都排掉，也未免可惜。因此，三
亚实施雨污分流，净化处理为中水，主要浇灌绿化
带。目前，全市中水回用率达24%，超过“海绵城
市”试点批复污水再生利用率20%的指标。

除了中水回用，三亚“海绵城市”建设还催生一
批环保型新型企业，三亚瑞泽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建筑垃圾废弃处理厂负责
人陈秀介绍，将废弃砖石打成石粉后，制成植草砖、
透水砖等，用于“海绵城市”建设。

统计表明，目前三亚本地“海绵化”相关企业注
册资本达2.48亿元，年产透水砖总计达180万平方
米、透水混凝土20万吨。

对三亚而言，“试点海绵”正向“全域海绵”迈
进。在试点区外，现有170余个项目按控规要求，将

“海绵化”设施作为标配落实。
三亚“海绵城市”建设，让城市变得更美更有魅

力，发挥出了集聚效应。
从人气上看，三亚年游客量突破2000万人次；

从市场主体上看，截至今年11月，全市新增商事主
体34358家，同比增长86.75%。尤其是经过“海绵
化”改造的迎宾路两侧凤凰海岸、月川、东岸、海螺4
个单元，逐步打造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亚
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

“三亚的‘海绵化’试点只是起点，我们将继续坚
持‘雷厉风行’与‘久久为功’相结合，运用系统思维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三亚市副市长刘钊军表示，
要以“海绵城市”建设为契机，着力促进城市高质量
发展以及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