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快评

本省新闻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检校：卫小林 符发A08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联系电话：0898-68660501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致在琼国际人才的一封信
详情请扫码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个税新政2021年起实施，可惠及全年工
薪收入不超6万元群体，优化扣缴更简便！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第19号公告）

电话：0898—12366
详情请扫码查看

国际权威机构首次公布
海垦控股集团信用评级
穆迪与惠誉评级分别为“Baa2”和“BBB+”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 吴凡）海南日报记者1月20日从海南省农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
获悉，国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分别授
予该集团“Baa2”和“BBB+”投资级主体评级，前
景展望均为稳定，为中国三大垦区企业首例，也是
我省省属国有企业首例。

据介绍，穆迪和惠誉作为国际权威信用评级
机构，其评级结果在境内外资本市场具有广泛且
深远的影响力，在国际投资者中享有极高认可度。

此次海垦控股集团获得“Baa2”和“BBB+”
的信用等级，表明该集团具有优质的信用与稳健
的财务状况，是国际资本市场对海南自贸港广阔
发展前景的认可，以及对海垦控股集团企业实力
的肯定，为我省企业“走出去”作出了创新性的
示范。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国际权
威信用评级机构首次公开发布关于该集团主体的
信用评级，能够进一步提升集团在海外市场的知
名度和信誉度，为集团利用国内、国际两个资本市
场，后续发行境外债券及拓展高质量境外投资人，
降低融资成本奠定了基础，为未来更好地服务集
团跨境业务布局，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提供强
大支持。

临高县委原副书记、
县政府原县长曹文被逮捕
涉嫌受贿罪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记者金昌波）海南
日报记者 1 月 20 日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获
悉，临高县委原副书记、临高县人民政府原县
长曹文（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海南省监
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近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对曹文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万宁市委原常委、万城镇党委
原书记沈春强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罪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1月20日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万宁
市委原常委沈春强（副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向海南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沈春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
沈春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2010 年至
2020年，被告人沈春强利用担任万宁市农综办
主任，万宁市财政局副局长、局长，万宁市委常
委及万城镇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
揽、工程项目推进以及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一年海南行、一生海南情，特别
是我们经历了极为特殊的这一年。”1
月18日，在海口举行的第20批中组
部、团中央来琼博士服务团总结会
上，结束一年挂职任期，即将离开海
南的博士们发自内心地感叹。

第20批博士服务团来琼挂职期
间，恰逢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局之
年。面对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26
名博士服务团成员从抵达海南的第
一天起，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具体工
作中，用实际行动服务海南自贸港建
设，在智力帮扶、桥梁纽带、参谋助手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年来，博士服务团共完成调研
报告96篇，建言献策104条，制定出
台文件130件，引进项目92个、到位
资金18.8亿元。

数字只是一个侧面，更多的事业
已在海南扎根。据悉，第20批博士
服务团成员已有5人申请了延期服
务，4人申请了留任海南，延期挂职
和留任人数为历年来最多。

冲在一线
应对疫情前所未有的

挑战

第20批博士服务团的一大特点
就是成员结构更加优化，专业技术人
员超过70%，涵盖了教育、金融、海
关、规划、农业、旅游等多个领域，特
别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北京疾控中
心、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等医疗和公共卫生相关单位的博
士就有 8 位，占服务团人数超过

30%，尤其惹人注目。
没想到，他们一到海南就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博士服务团抵琼后不到两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大家主动请战，奋战在海南抗疫
一线。”第20批博士服务团团长丁玉龙
介绍，博士服务团临时党支部成立了
由8名医疗卫生相关领域挂职博士组
成的博士党员突击队，冲在疫情防控
一线，提供专家咨询服务，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并帮助培训专业人员。

时值春节前夕，挂职海南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的张勇，退掉了返程机票，
留在海南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当我省
出现的第一例本地疑似病例，琼中流
调人员一时间无法确定感染来源时，
张勇率队赶赴当地，通过细致走访和
大量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对重
点人群的采样和实验室检测，迅速锁
定传染源，有效防范了本地疫情传播。

挂职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院长的王璐，大年初二赶回海南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制作出全套的海
南本土化疫情防控材料，快速培训了
一批能战斗的流调队伍。她率团队
负责海南省12345热线专家咨询的
数据库设计与信息采集、分析与报告
撰写，为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
的决策支持。王璐及其团队的突出
表现，受到了《国家疫情简报》的表
扬，其个人被评为海南省抗疫工作先
进个人。

姚晨姣、段冀渊、张春青、曹婧文
等博士党员突击队成员也多次前往
海口、洋浦、万宁、琼海等地调研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挂职海南省中医院副
院长的佘远遥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
线上问诊服务；被评为“三亚市抗击
疫情先进个人”的刘晗、挂职海南省
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的张春青，
积极协调各方，为海南购买防疫物

资；挂职海南医学院科技处处长的张
建业，积极推动“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科技攻关”专项项目；
挂职海口城建集团副总经理的王振
伟，在极短的时间内带队完成了海口
市防疫应急医院建设的各项前期工
作；挂职海口市国资委副主任的许
珂，连续奋战1个多月，确保了3月底
海口市属国有企业代建及自营建设
项目全面复工复产……服务团成员
在各个岗位上都冲在疫情防控的最
前线，全力以赴推动统筹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复市复学工作。

第20批博士服务团因为在海南
抗击疫情战斗中的出色表现，获评

“海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
体”，成为中组部、团中央第20批派
往全国21个省市中唯一获得省级表
彰的博士服务团。

做在实处
把握自贸港建设千载

难逢的机遇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有许多
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先例可循，这为
博士服务团成员将所学所长应用于
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实践，大胆改革创
新、锻炼才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是海南自贸港的一项重要任
务。这项工作不要说海南，全国都没
有先例，如何实现突破？来自中国检
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的刘晗，在挂职三
亚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发挥派出单
位科技优势，深入推进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协调设立

“三亚中国检科院生物安全中心”并兼
任主任，成立了由3位院士出任主任委
员、几十位顶尖专家参与的中转基地

“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推进筹建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基础检测实验室，
目前已完成了中转基地生物安全体系
规划等重大项目，并开展了多项生物
安全相关科研项目。

在博士服务团中，这样的情况不
是个例。每位成员在挂职期间都努
力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理念新、视野
阔、资源强等优势，主动作为、精准施
策，为自贸港建设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了不少“第一”、实
现了新的突破。

丁玉龙牵头设计首创了防返贫
综合保险并启动试点，为巩固脱贫成
果筑起了金融防线；李亮在全国范围
内率先提出了海南“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指数”的概念；段冀渊推动洋浦在
跨境电商、飞机租赁、中医药产业等
多个方面招商引资实现了零的突破；
姚晨姣组织举办海南省首届住培带
教老师临床教学能力大赛；崔杰推动
海南（三亚）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在全
省率先挂牌成立；张莹光组织开展了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化建设
总体设计；孔兰运用新技术开发建设
了重大水利工程智能建造系统……
博士服务团还深入基层调研，集体向
省政府提交了《海南现代产业体系发
展的建议》。

“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海南省委、省
政府对人才的重视，有幸赶上了海南
自贸港建设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
我们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刘晗说，
自己申请了延期服务，继续在海南挂
职，希望为自贸港建设多作贡献。

谋在长远
“飞鸽牌”干部要做

“永久牌”事业

“‘飞鸽牌’干部要做‘永久牌’事
业。”这是每个博士服务团成员的心

声，也是大家在挂职期间始终思考的
问题。

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法院正式挂牌，全省知识产权工作
迈入发展快车道。挂职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副局长的郑晓双，把握机
遇组建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工作专
班，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南省知识产
权局、三亚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促成中国知
识产权培训中心在崖州湾科技城设立
远程教育分站，大力培养本地化知识
产权人才。

如何利用好短短一年的挂职期，
为海南多作贡献？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服务团成员们致力于当好桥梁
纽带，一方面牵线搭桥，促进派出单位
与海南长期合作，在知识、技术、资源
上给予持续的帮扶；一方面发挥传帮
带作用，积极培养培训本地人才。

一年来，博士服务团成员在各自
专业领域举办报告94场次，培训人
数1.52万人次。博士服务团成员还
为海南疫情防控捐款6.5万元，为扶
贫助学捐款34万元，捐款额为全国
第20批博士服务团之最。

总结第20批博士服务团的成功
经验，在中组部、团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1月18日抵琼的第21批博士服务
团在结构上更加优化，专业技术人才
超85%，并首次通过组团的方式，集
中选派4名心内科医学专家及服务贸
易专家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挂职，精准支持重点园区发展。

“我们将向第20批的‘挂友’们学
习，全力以赴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来自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的李慧惠是组团挂职的成员之一，她
表示，此次组团式服务，将从技术设
备、制度管理、国际合作与知识产权
等各方面努力，力争推动乐城先行区
加快发展。（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第20批中组部、团中央来琼博士服务团圆满完成在琼挂职任务

勇挑千钧担 建功自贸港

■ 魏燕

近日，第20批中组部、团中央来
琼博士服务团结束一年挂职任期。
挂职期间，博士团成员饱含热情、各
展所长，积极服务自贸港建设，以“一
团火”点亮“满天星”。服务期满后，5
人申请延期服务，4 人申请留任，延
期挂职和留任人数为历年来最多。

欣喜之余，我们发现，在各行各业，越
来越多的人才选择留在海南。这说
明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凝聚力不断
提升。

吸引力来自广阔的发展空间。一
方面，自贸港建设带来了广阔机遇。
正如博士们所说“有幸赶上了海南自
贸港建设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海
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全新的

领域、全新的实践，以及许多开创性的
工作，为各类人才建功立业提供了沃
土；另一方面，政策项目的纷纷落地提
供了广阔空间，形成了项目推进和人
才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让各类
人才在海南都能大展拳脚。这样的环
境和氛围，是自贸港建设加速推进的
催化剂，也是个人筑梦圆梦的好舞台。

凝聚力来自有力的服务保障。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把人才作为第
一资源，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
人才政策，从税收、薪酬、人才配置、人
才评价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机制
创新，为来琼干事创业的各类人才提供
有力的保障。博士团来琼挂职期间，各
地各部门积极行动，为其充分施展才
能、更好开展工作提供全方位支持，充
分彰显了“海南温度”。随着自贸港建

设的加快推进，暖心、完善的人才政策
必定为海南汇聚更多优秀人才。

围绕项目留人、机遇留人、服务
留人，海南自贸港不断改进人才政
策、举措，力争以更加完善的制度、更
加贴心的服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
才，为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
的人才支撑。

乐见更多英才扎根海南

近日，位于三亚中央商
务区的大悦城环球中心项目
工地，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正
在加紧施工。目前，该项目
建设进展顺利。

据悉，三亚中央商务区
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
展”的理念，加快形成“投产
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
谋划一批”的良性局面。截
至去年底，园区500万元以
上项目84个，预计完成投资
约82亿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紧抓项目建设
推进园区发展

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为幸福生活“加码”
◀上接A01版
教育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各
项成绩，以及“十四五”期间我省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等领域重点工作。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我省民生支出总额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5%，比“十二五”
时期提高3.6个百分点。“十三五”规划居民增收
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方面，我省大力实施积极
的就业政策，着力提升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完善相
关制度机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民
生保障。在教育方面，我省“高位嫁接”优师名校，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在健康事业方面，我省全面
落实《“健康海南2030”规划纲要》和“十三五”规
划各项目标任务，有力推动了全省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省将继续加强保障和改善民
生，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
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幸福生活

“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