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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记者尤
梦瑜）1月12日上午，“实践者说——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
交流会（第2期）”在海口召开。100
余位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再聚
一堂，交流工作做法和体会。

会上，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王庆、文昌市副市长欧
立静、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
长徐翔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崔淑田、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泰锋、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副局长李健、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邱利军等7位来琼挂职干部代表，围
绕航空航天事业产业成长、体育产业
发展、5G网络建设和业务发展、交通
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等方面作了
交流发言。

7位挂职干部代表的发言紧扣海
南产业行业发展热点，既介绍了所在
行业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又结合海南

实际提出建议与思考。
“航天产业具有广泛的经济带动

和科技带动作用，海南不仅要服务国
家重大任务，助推航天强国建设，还要
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推动航天产
业与海南地区经济融合发展，力争把
海南打造成中国商业航天的主战场。”
王庆分享着他对海南航天产业的发展
思考。

徐翔鸿在发言中阐释“体育在海
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路径表达”，他分析

了海南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并为体育
产业2020年至2022年的发展规划提
出了建议。

陈泰锋分析指出目前海南交通投
融资体制方面的利弊，并就做强做优
做大交通投融资平台提出有关建议。

参加交流会的挂职干部们纷纷表
示，定期举办这样的学习交流会，不仅
是汇报自己在琼的工作学习成果，更
是相互激励，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贡献更多新力量和智慧。

来琼挂职干部第二期工作学习交流会召开

汇聚行业新思路 聚力自贸港产业发展
本报石碌1月12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

约记者林朱辉）我省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现
场推进会1月10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召开。

当天下午，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
作小组办公室成员、各市县主管部门负责
人前往昌江七叉镇大章村和只萼村对厕改
现场进行实地观摩并召开座谈交流会,分
享和交流了无害化防渗农村厕所的新建与
改造、化粪池排污管网建设等经验和做法。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省农村卫
生厕所开工12.71万户，开工率99.21%，竣
工7.98万户，竣工率62.27%，全省累计建
成农村卫生厕所141.98万户，农村卫生厕
所覆盖率达到96.2%。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统筹安排工作力量，加大工作力度，核实完
善基础数据，提早谋划展开厕污处置工作，
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打赢改厕攻坚战。

全省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

交流分享“厕所革命”先进做法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李磊）为
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工作的总结培训，促
进各地区、各部门经验交流、复制推广，推
动制度创新工作多出系统性、集成性、招牌
性成果，1月10日，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在海口举办制度创新工作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
司自由贸易港处负责人进行了制度创新政
策与实务讲解培训。部分市县、省直单位

在培训班上做了制度创新经验交流，学员
还就制度创新相关议题开展了分组讨论。

海南日报记者从培训班上获悉，为确
保制度创新案例质量，我省建立了严格规
范的案例申报、评估、遴选、审核、发布机
制，截至目前已发布的6批71项案例。此
外，2019年全省共组织各类制度创新座谈
培训48场、专项培训24场，对2000多名
业务骨干进行了系统培训。

我省举办自贸区自贸港制度创新培训班

推动制度创新多出成果

在田间地头，指导富硒稻种试种工作；在冬季小学期，开展丰
富多彩学术讲座；在基层医院，为百姓送去高水平医疗服务……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工作一线出现越来越多“候鸟”人
群的身影。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重大的国家战略，与社会各行各业、每
一分子息息相关。面对这一重大使命，“候鸟”人群不做旁观者，
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参与脱贫攻坚、环境保护、乡村教育
等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他们有的年事已
高，却不辞劳苦，甘愿舍弃个人闲适时光，为推进自贸港建设东
奔西走、发光发热……“候鸟”人群身上展现出来的，是心怀大
局、主动担当，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意识；是不辞辛劳，为事
业、为社会主动服务、积极作为的奉献精神；是不甘庸碌，奋发向
上，为海南发展用心用情，在干事创业中努力提升自身价值的进
取情怀。如此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正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所
亟须的精神状态。

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必须举
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面对“候鸟”人群这一宝贵资源，我们
要积极对接，做好服务和引导。一方面，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巨大机遇，为“候鸟”人群更好融入自贸港建设提供广阔舞
台。另一方面，从生活上、待遇上等各方面为“候鸟”人才排忧解
难，精心搭建对接、供需平台，尽心做好服务保障，为“候鸟”人群
筑好“暖巢”，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海南温度”，引导他们积极参与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进一步激发
其投身自贸港建设热情。

任何事业的兴旺发达，都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候鸟”人群数量
众多、热心发展，不仅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推
动者。我们要善待“候鸟”人群，重视“候鸟”人群，用心用情做好服
务，引导他们怀着“海南万里真吾乡”的情愫，积极融入海南自贸港
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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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何夏 实习生陈宋釜）海南
日报记者从1月12日省政府新闻办在
海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下称乐城
先行区）使用特许药械已突破50例。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局积极推进“极简审批”改革，高效
为企业服务，力求更加符合医药审批的

特殊需求，为园区发展提供“加速度”。在
这个过程中，省卫健委、省药监局和海口
海关等部门与该局紧密协作，打通进口
特许药械审批快速通道。如今，乐城先
行区进口特许药械审批时间由原来的半
年大幅压缩至1-3个工作日。

不仅如此，乐城先行区从过去根据
病人需要委托代理机构去海外找药，到
当前各大跨国药企纷纷主动上门寻求

合作，得益于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政
策的支持。进口特许药械的主动权开
始扭转，乐城先行区在价格谈判中也更
具优势，更多患者可以以更加优惠的价
格使用国际先进药械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乐城先行区使用的进
口特许药械与国外上市的时间差也大
幅缩短。近期使用的心脏收缩力调节
器、美容注射凝胶在欧美仅上市不到

半年，便在乐城先行区率先使用。
据统计，2019年乐城先行区接待

医疗旅游人数约7.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医疗机构营业收入约6.4亿元，
同比增长75%。乐城先行区吸引了越
来越多患者来此求医问药，同时也正
逐渐成为国际药械厂商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的窗口，为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增添了新动能。

积极推进“极简审批”,乐城先行区使用进口特许药械突破50例

进口特许药械落地“加速度”

◀上接A01版
17年来，罗九如在三亚海岸线上

的步伐，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缓慢，但
也日益坚定。现在每天早上，罗九如
都会在家附近的三亚河边散步，看着
两岸的红树林茂密、白鹭纷飞，环境越
来越好，她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为了实现“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
能变差”的目标，也为了让“第二故乡”
更加美丽，越来越多“候鸟”加入守护
海南生态环境的行动之中。陵水黎族
自治县富力“候鸟”人才基地成立两年
多以来，海滩上常出现“候鸟”弯着身
子、戴着手套清理海滩垃圾的身影，他
们为保洁海滩出谋献策、亲力亲为，助
力海南的生态环境建设。

谈到生态环境对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意义，罗九如表示，加大海岛基
础设施投入、持续推进海岛生态环境保
护与修复，对实现海岛地区生态、环境、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她希望，海南能以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
为目标开发岛屿旅游，建设海龟岛、海
豚岛、海鸥岛、海蛇岛等生态岛屿。

多年坚持为海南发展奉献余热

1月10日，陵水清水湾“候鸟”党支

部、“候鸟”人才工作站举行新址揭牌仪
式。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于
书今、国家一级作家马秋芬、国家一级美
术师李昂、女高音歌唱家接厚芳等“候
鸟”人才出席揭牌仪式。近年来，在陵水
的“候鸟”人才通过举办讲座、笔会、写生
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有
效促进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提升了本土人才的专业素质。

2018年，李昂在陵水开办美术名
家工作室。如今，工作室帮助培养了
一批本土美术人才，并帮助陵水实现
了本土美术人才作品入选国家级油画
作品展零的突破，在中国油画学会第
二届可见之诗油画展中，海南仅有两
幅作品入选，其中陵水有一幅。

年近七旬的“候鸟”人才安宝华是
三亚市中医院名医工作室的成员和天涯
区“候鸟”党支部书记。从事中医药临床
工作40余年，是北京有名的中医，如今
每周三上午，安宝华都会准时出现在三
亚市中医院的名医会诊室里。“每天能给
30名至40名患者看病。”安宝华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他希望发挥余热，“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为了完善支部队伍建设，合理发挥
每一位“候鸟”党员的优势，去年当选天
涯区“候鸟”党支部书记后，安宝华组织
召开支部内党员大会，根据“候鸟”人才
各自的专业和研究领域，重新划分了艺
术、医疗、教育等8个党小组，推动党支
部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
言献策，贡献“候鸟力量”。

“作为一名老党员，在三亚又是一
位老‘候鸟’，能运用中医药方面的知
识，为海南建设贡献力量，我觉得十分
荣幸。”安宝华说。

发挥所长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政策利好和实践消息
一个个传来，也令广大“候鸟”人才为之
高兴、激动。不少“候鸟”人才自觉参与
到了为海南自贸港作贡献的行动中。

今年80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原
副校长谭铭文是光电子技术领域的专
家，他除发挥自己专业领域的特长，积
极为海南的发展建言献策外，还“搭桥
引线”让更多专家学者投身到海南自

贸港建设中。
2019年，谭铭文在考察走访过程

中，发现海南的天然橡胶加工技术相对
落后。因此，他积极协调哈尔滨工业大
学自动化机器人研究所的专家团到儋州
考察，促进了该团队与海南橡胶企业的
合作，开展研究天然橡胶自动化加工。

结合自贸港建设实际与自身专长，
谭铭文建议，海南应该发展热带水果深
加工产业，“不是简单地把海南的水果
制作成果干等食品，而是通过一定的技
术，对水果进行提纯，提炼其中的精华，
用于制药、保健等领域。”谭铭文说。

许多“候鸟”人才都在谋划着如何
进一步发挥自身所长参与“我为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

安宝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每次
下乡出义诊，都会带着三亚市中医院选
出的2名医生和自己的“徒弟”，让他们
在一旁进行抄方子、佐诊，希望通过传
授经验为海南培养更多中医人才。

“我在清水湾住了10年，感谢‘候
鸟’党支部、人才工作站提供让我们发
挥能力的平台。”马秋芬说，接下来她
将和更多“候鸟”朋友一起，为助推陵
水、海南的文化事业发展献计出力，培
养更多本土文艺人才。

（本报三亚1月12日电）

“候鸟”天涯逢春再展翅

山海高速
加快建设

1月8日，俯瞰
五指山至保亭至海
棠湾高速公路（山
海高速）南田藤桥
东河大桥施工现
场。桥梁桩基工程
已经完成，正在进
行墩柱、盖梁及架
设箱梁施工。

山海高速全长
55.865 公里。目
前，路基工程完成
95%，桥涵工程完
成68%，隧道工程
（开挖）完成76%。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黄文智）
2019年1月至11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合计1176.88亿元，同比增长
3.3%，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其中，11月当月
营业收入122.31亿元，同比增长7.0%。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的。

去年前11个月，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
运行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其他营利性服
务业保持快速增长。全省其他营利性服务
业实现营收257.54亿元，同比增长21.0%。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三大主要行业中，互联网
及相关服务业依旧保持高位增长，实现营收
42.96亿元，同比增长212.2%；商务服务业
实现营收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二
是其他非营利性服务业营收降幅进一步收
窄。全省其他非营利性服务业实现营收
116.81亿元，同比下降2.0%，比去年1月至
10月增长3.2个百分点。三是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平稳运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实现营收654.27亿元，同比增长0.7%。

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平稳增长
去年前11月营收合计逾1176亿元，同比增长3.3%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谭勇）近
日，教育部公布了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海南大学法
学、农学等14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动物医学、植物保护等16个
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据悉，2019年4月，教育部启动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计划将在2019

年至2021年，建设1万个左右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点和1万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点。此次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是经各高校申报、高校主管部门审核，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
投票认定的。首批共有4054个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6210个省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

海大14个专业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