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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大赛广州举行
3位海南选手获奖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12月18
日上午，第十四届“春晖杯”中国留
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在广州举行颁
奖礼，王子诺、潘东风、何若等3位
海南选手凭借各自研发的创新项目
斩获优胜奖。

据介绍，该项赛事创立于2006
年，每届都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的中国留学人员凭创新项目
报名。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球的
500多个项目报名，评委会经初审、
复审和通审3个环节评审，最终评
出301个入围项目。较之前，海南
选手这次大有斩获，王子诺、潘东
风、何若等3人各有项目入围，并获
优胜奖。

据悉，大赛参赛者必须是目前
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并已获本科及
以上学位的中国留学人员，每人限
报一个项目，且往届获奖项目的第
一参赛者不得参赛。依托中国海外
人才交流大会等平台，获奖项目可
现场与国内各留学人员创业园、创
投机构、企业等对接。此前13届

“春晖杯”大赛共评出2528个获奖
项目，已有448个获奖项目相关人
员顺利回国创业，创办企业634家。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周海燕 程明明

在这场时长一个多小时的会议
上，治理扬尘问题成为唯一“主角”。

12月18日下午，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生
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
合召开督办解决海口市突出环境问
题工作推进会，召集海口市政府及
市住建、市政管理有关部门负责人，
要求该市加大力度推进解决施工扬
尘污染问题，为大气环境和空气质

量“除尘”。
据悉，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移交群众举报问题和近几个月
来“12345”“12369”热线平台群众举
报问题显示，海口市施工扬尘污染问
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此前，省直
有关部门专门要求海口市对该问题
进行重点督办，但收效甚微，施工扬
尘污染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药方’开下去了，为什么不‘吃
药’、不见效？这说明治理施工扬尘
污染问题不在工地之内，而在工地之
外。”推进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

责人开门见山，直指问题所在。
在有关部门近期对海口市施工

工地进行大量的走访分析中可以发
现，该市多处施工工地上存在硬质封
闭围挡不完全、路面未做防尘硬化、
出入车辆清洗不完全、车辆清洗用水
未有效收集处理等扬尘“病症”，亟须
强化管理，采取整改措施。

“解决施工扬尘问题，还要从提
高认识、健全机制，以及压实政府、部
门和企业责任等方面入手。”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提出了系列整改意见。

该负责人表示，作为地方政府，
海口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从
严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和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要健全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工作机制，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要求，压实主管部门责任，强
化督查指导，对办理结果严格把关和
切实负责；要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
责任，完善解决群众反映的环境问
题的长效机制。

“扬尘污染现象反映出我们政
府部门存在履职不到位等问题，下一
步，我们将高度重视扬尘污染防治工

作，进一步压实责任，把责任层层落
实到岗到位，并将加强督查督办，以
严管重罚的方式强化对工地扬尘管
理。”在现场，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态称，将全面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和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切实解
决施工扬尘污染问题。

另据悉，我省环保部门计划继续
跟踪督察，通过开展专项督察行动等
措施，持续跟进海口市施工扬尘污染
问题整改行动，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
到实处、出实效。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劳敏）12月18日，我省
推出城乡居民大病补充高额医疗保
险，凡已参加城镇居民或新农合基本
医保的居民，只要购买大病补充高额
医疗保险，便可享受最高达100万元
的医疗保障。

据悉，城乡居民大病补充高额医

疗保险不设门槛，凡缴纳了2020年
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
保人都可以参加。产品的保险期限
是自2020年1月1日0时起，至2020
年12月31日24时止。此后，参保人
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是否持续投保。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保险产
品具有保费低、保障高的特色，保费

为每人每年25元，总保额55万元，保
障范围为参保人参保年度内发生的
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销范围内
的，住院和特殊病种门诊的合规费
用，累计45万元以上至100万元（含
100万元）的部分，100%赔付。

城乡居民大病补充高额医疗保
险参保灵活，已参加城镇居民或新农

合基本医保的居民，不论投保时是否
健康，可以自愿选择参保“大病补充
高额医疗保险”。为更大程度惠及民
生，补充高额医疗保险第一年采取免
体检政策，且保证续保，即无论第二
年参保人是否患病，均可继续购买。
如参保人第一年未参保，第二年参保
时已患病，则无法参保。

我省推出城乡居民大病补充高额医疗保险
保费每人每年25元，总保额55万元;参保居民累计医疗保障最高可达100万元

专题

海南这片热土，孕育着种类繁多的特色农产品，滋养

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成长。推广海南特色农产品，打响

海南农业品牌，让怀有一腔热血的海南青年找到了实现

人生价值的通道。

你大胆创业 我用心服务
越来越多海南青年选择到乡村创业，挖掘海南农村

的特色农产品及特色技艺。而如何帮助更多优秀创业青

年，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拓宽青年创业就

业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就成了海南共青团组织思考的问

题和努力的方向。

在省委组织部和省委人才发展局的大力支持和悉心

指导下，12月18日，历时三个月，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主办

的2019年海南青年农产品品牌打造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取得良好成效。这次活动吸引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社、农

业企业及农产品品牌运营服务企业竞相参加，从申报的

65个品牌项目中评选出十个最具潜力的青年农产品品

牌，并给予他们生产营销、包装设计、管理培训等方面的

扶持。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创新创业工作，

团省委不断深化青年农村创业工作，通过创新机制、搭建

平台、树立典型、打造品牌等方式方法，整合政府、企业、投

融资机构、行业协会等各方资源帮助有志青年扎根农村创

新创业，让一批热爱农村、愿意扎根农村、有能力带领农村

发展振兴的优秀青年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助力乡村

振兴和加快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树立品牌 让家乡特产走得更远

糟粕醋是海南传统饮食，这次团省委打造的青

年农产品品牌中，就选中了“陈符林糟粕醋”。这个

创业团队提出糟粕醋的新定位“酵素火锅底料”，赋

予了糟粕醋新的生命力，让消费者更容易认识和接

纳糟粕醋。

此外，诸如五指山云农心·初心红茶、定安“徐记迎

春”黑猪粽子、琼中飞瀑山咖啡、保亭七仙影红毛丹、儋

州海儋黑糖、白沙黎兰记山兰酒、临高哩哩渔娘、东方

火龙果酒等其他9个品牌，都展现了创业青年在讲好

海南农产品故事的别具匠心、做大海南农产品市场的

不遗余力。

敢想敢试的创业青年、常讲常新的海南农产品故事，

都值得团省委深入挖掘培养、大力帮助扶持。海南青年

农产品品牌打造系列活动开展三年来，已经成功打造了

20个农产品品牌，为海南农产品升级、助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活力。

品牌树立后，品牌的提升、推广和展销，以及团队

的管理和培训都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指点和提携。于

是，在团省委的牵头组织下，海南青年农产品品牌打造

系列活动从建立专家智库、举办品牌提升训练营、量化

打造品牌成效、实施品牌提升帮扶计划、开展品牌产品

展销专场等方面帮助创业青年提升品牌意识，对全省

优秀青年农产品品牌进行升级打造，拓宽他们的视野，

提振他们的信心，坚定他们参与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

兴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活动还将对品牌打造前后进

行量化对比，通过数据分析直观地展现产品在品牌升级

打造后的市场变化，让创业青年直观地感受到品牌效益

的提升对产品销售的推动力，提升他们的品牌意识，让家

乡特产占据更大的市场。

青年大胆追梦 团组织大力扶持
黎家姑娘张潮瑛难以割舍对黎锦的热爱，从都市回

到偏远乡村，成立海南润美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为了

给予创业青年更多鼓励，两年前，团省委就通过“一会一

品”品牌建设项目对张潮瑛给予帮助。

澄迈华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胡椒哥”陈大

维，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资上千笔善款，就为艰辛创业路

上仍不忘帮助他人的热心肠，团省委去年同样通过“一会

一品”品牌建设项目对他进行扶持。

儋州姑娘吴少玉为了传承古老技艺，放弃大城市生

活回乡创业，打造现代化土糖产业，不仅带动当地223户

贫困户共1987人脱贫致富，还给村里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提供办公场所等支持，时常鼓励大家要对自己坚持的事

业充满信心。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道路中，需要无数像他们一样充满活力、创造力的青年

参与。近年来，团省委挖掘和培养了一批扎根农村创新

创业、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秀青年，让更多青年从

优秀青年身上汲取榜样的力量。

如何拓宽创业青年的舞台，如何为他们的成长搭建

更大的平台？围绕这个目标，团省委不断积极创新探索，

出台一系列就业指导的相关文件，启动了“擦亮青年文明

号，助力海南自贸区”主题活动、成立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协会、举办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训班、组织各

类创新创业大赛、开展海南青年农产品品牌打造系列活

动等支持青年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在团省委、省农业农村厅的

遴选推荐下，吴少玉、林日云和李达宽3名农村青年荣获

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称号，旨在树立典

型，让更多优秀的海南青年事迹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引导

更多青年群体向他们学习。

接下来，团省委将以“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作贡献”活动为契机，继续为广大青年搭

平台、创舞台，引导激励各行各业青年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服务党政大局，服务社会需求，推动行业进步，

并持续加强与省银保监局的合作，遴选优秀金融机构

青年干部赴市县团委挂职，让来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的青年扎根基层、扎根一线，为海南建设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

海口施工扬尘污染问题突出
我省多部门昨召开推进会督办解决

海口：

乡镇饭堂
有福同“香”

12 月 17日，在海口市
美兰区演丰镇敬老院的
“长者饭堂”，老人们正享
受午餐。

据悉，海口目前已在乡
镇建成 13家“长者饭堂”。
今年年底，海口将确保实现
在22个乡镇各建一家“长者
饭堂”的目标。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田玉伦同志逝世
海南省军区离休干部、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十

团政治处副主任田玉伦同志（副师职），因病于
2019年12月17日21时24分在解放军第九二八
医院逝世，享年91岁。

田玉伦同志1929年 2月出生，黑龙江宾县
人，1946年7月入伍并入党，历任县大队战士、
班长、连文化教员、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
县大队政治干事、团政治处文化青年股股长、营
政治教导员、县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团政治处副
主任等职，1983年 1月离职休养。解放战争期
间，先后参加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三阶段战
役和著名的辽沈、平津战役及解放湖北、湖南等
大小战斗百余次，指挥过连营级战斗30余次，荣
立三等功1次，被授予“模范指导员”称号，荣获
第四野战军勇敢奖章1枚。抗美援朝期间，曾赴
朝参战，荣获抗美援朝三级奖章、抗美援朝胜利
功勋荣誉章。1955年荣获解放奖章，1988年荣
获胜利功勋荣誉章。

田玉伦同志遗体送别，定于2019年12月19
日10时在海口市殡仪馆碧海厅举行。根据田玉
伦同志生前遗愿和亲属意见，决定丧事从简，不邀
请外地生前好友来琼吊唁。

海南省军区老干办
2019年12月18日

依法妥善处置“违建”项目
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陵水依法拆除违法项目
“国茂·清水湾”逾14万平方米

本报椰林12月18日电（记者丁平 特约记者陈思
国）12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相关
部门获悉，连日来，该县组织执法人员依法对罚没的违
法项目“国茂·清水湾”的201栋低层别墅和2栋在建
高层住宅楼及临时工棚等违法建筑进行拆除。

据悉，违法项目“国茂·清水湾”由海南国茂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在未依法获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未经规划许可、施工报建等相关手
续的情况下动工建设并违规对外销售。陵水各相关
部门已经对该项目涉及的土地、规划、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处罚。2019年1月，陵水依法对该项目违法建
筑物及构筑物进行接管。

12月14日，陵水综合行政执法局协调各相关职
能部门，依法对该项目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拆除违法
建筑面积超14万平方米，既依法妥善处置“违建”项
目，又对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形成了有力震慑。

据介绍，陵水还将持续保持拆违的高压态势，加
大打违控违工作力度，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
增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消除存量，用铁的决心、铁
的手腕、铁的纪律坚决打击“两违”势头，为陵水赢得
更大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