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的三十六曲溪湿地公园内，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
梭。夕阳映照下，宛若一幅丰收美景图。

据了解，三十六曲溪湿地公园的水稻，每年11月插秧，次年5月前后收割，平均亩产上千
斤，是水稻丰产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金色田野
丰收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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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 12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5月11日至12日，
省委书记沈晓明赴三亚调研并召开座谈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增强大局意识，把准发展定位，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沈晓明先后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
附属中学、三亚市体育中心项目、三亚妇
幼保健院、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三亚中
央商务区月川单元、甘什岭自然生态保
护区、大茅远洋生态村等地，详细了解党
史学习教育、经济建设、社会事业、乡村
振兴、生态环保等工作。沈晓明指出，三
亚文体设施既需满足本地居民、也要服
务“候鸟”人群和外地游客。要用好区位
优势，打造一批地标性建筑，研究探索符
合三亚特点的运营管理模式，把“候鸟”

人群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提高
文体设施利用率。要充分挖掘农业增长
潜力，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强造血
功能，探索村企合作等模式，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

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了三亚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三亚要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全局观念，坚持“全省一盘棋、全岛同
城化”，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总体
布局中把准定位、明确使命，实现高质
量发展。要以确保绿水青山永续发展
为底线，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
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性工程建设，
在绿色发展上下功夫。要以完善城市
功能和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为
突破口，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城

市与乡村相协调，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提高城市建设品位，在协调发展上下功
夫。要以崖州湾科技城建设为抓手，紧
盯南繁育种和深海科技等重点领域，推
动平台提升、机制完善和产业发展，在
创新发展上下功夫。要以服务国内国
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建设为契机，加强
产业融合、山海融合和国内国外融合，
在开放发展上下功夫。要以改善民生
和加强社会治理为重点，统筹好做“蛋
糕”和分“蛋糕”，加强社会治理，防范重
大风险，关心少数民族群众，做好社区
民族工作，在共享发展上下功夫。要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加
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

省领导沈丹阳、孙大海、周红波参加
调研。

沈晓明在三亚开展综合调研时要求

增强大局意识 把准发展定位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抱由5月12日电（记者李磊）5
月12日，省长冯飞赴乐东黎族自治县调
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冯飞先后来到长茅水库、乐东中兴
生态智慧总部基地、乐东南繁科研育种
核心区基地、莺歌海盐场、国电西南部电
厂配套码头、乐东普英洲花卉园艺有限

公司等地，调研防汛防风防旱、产业发
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

冯飞要求，要扎实做好“三防”工作，
坚持底线思维，确保水库安全，加快推
进水网基础设施建设，科学配置、合理
利用水资源。要加快推进南繁科研育
种配套服务区建设，找准功能定位，做

好长远规划，努力实现产业特色化、差
异化发展。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利用好村集体经济平台，构建长效
机制推动农民可持续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倪强参加。

冯飞在乐东调研时要求

构建长效机制推动农民可持续增收

本报海口5月 12日讯（记者邱江
华）5月12日下午，中共海南省委在省
新闻发布厅召开庆祝建党百年专题新闻
发布会。

发布会指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根据中央的部署要
求，紧密结合海南实际，省委就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出周密安排。海
南省庆祝活动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举办理论学习会和系列
座谈会；评选表彰先进；开展系列文艺活
动并推出优秀文艺作品；开展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修
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海南召开庆祝建党百年专题新闻发布会
公布八个方面庆祝活动安排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刘静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 杨耀科

5月12日，《海南日报》在头版刊发
长篇通讯《沐风战沙绿满湾》，报道昌江

“植树娘子军”陶凤交团队先进事迹，在
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陶凤交是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
人，自1992年起先后带领上百位妇女在
棋子湾畔沐风战沙，种下360多万棵木
麻黄树，绿化1.88万亩沙化土地，创造
了海南生态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红魂青史留余香，红色精神永传
承。”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威读了报道十分感慨。他说，琼崖革
命时期的海南妇女凭借坚定的革命信
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创造了“红色娘子
军”这一历史传奇，成为世界妇女革命的
光辉典范。而昌江的“植树娘子军”作为
一支新时代的“娘子军”，同样是海南优
秀妇女的杰出代表。她们传承和弘扬

“红色娘子军”精神，从而创造了海南生

态建设的奇迹。她们的事迹和精神，必
将鼓舞海南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谱写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崭新篇章。

昌江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局长文继恋
说，海防林结束了棋子湾黄沙漫天的历
史，保障了沿海居民的生态安全，更推动
了经济产业结构向更优更高更合理的方
向发展，助力昌江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
了经济动能，生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他说。“植树娘子军”

“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将鼓舞着
昌江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观，用实际行动呵护生态资源，让绿
色成为昌江的底色。

“陶凤交带着一群姐妹，把青春献给
了荒漠，用血泪和汗水换来了这片海防
林，她们的事迹让人感到敬佩！”昌江昌化
镇昌城村委会副主任林义光说，当年棋子
湾干旱少雨，在沙漠里种活树苗十分不
易，“植树娘子军”全靠人力，育苗、挑担、

栽树，这种毅力和精神令人感动。他说：
“我们要以陶凤交为榜样，向她学习，守护
好这片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造福。”

“在每个时代里，总有一朵朵刚毅果
敢的铿锵玫瑰于历史旷野中发出声音，
于千尺浪涛中书写华章，用实际行动诠
释家国情怀、实现社会价值，以巾帼傲骨
成就了一代传奇。”读了《沐风战沙绿满
湾》，海南大学学生许缘圆深受感动。她
说：“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当学
习‘植树娘子军’的高贵品格，恪守本分、
志存高远，学习知识、锤炼本领，立足实
践、勇担重任，力争实现青春价值。”

不少网友还通过海南日报客户端、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的相关文
章、视频下留言为“植树娘子军”点赞。
网友“刘云方”说，“要好好保护海南的环
境，对得起这些勇于奉献的人。”网友“杰
哥”说，“历史应该记住她们。”网友“雷峰
塔主”说，“早就耳闻昌江的‘植树娘子
军’，今天读来，感动仍然在心。致敬巾
帼英雄！”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

本报三亚5月12日电（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5月12日，海南省崖州
湾种子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省委书记
沈晓明、省长冯飞出席揭牌仪式，并与院
士专家和企业代表座谈，听取意见建议。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主任杨维才介绍
了实验室基本情况。李家洋、钱前、韩
斌、包振民、骆清铭等院士专家和中国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维波等企业代
表，围绕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运作、加强种
业科技攻关、推动种子产业发展等方面
提出了意见建议。

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

门充分吸收采纳。他指出，建设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加快建设“南繁硅谷”，推动破解
我国种业“卡脖子”难题的重要举措。全
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设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的重要意义，全力以
赴推动实验室建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沈晓明强调，要心怀“国之大者”，强
化改革试验，聚焦制约我国粮食安全
和种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
核心技术，开展关键技术研发。要坚
持国家标准，与国际接轨，用好海南自
由贸易港优惠政策，加强科技成果转

化和知识产权保护。要聚焦种业全创
新链各个环节，做好系统配套，吸引

“候鸟”型科研人员常驻海南，推动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高效运行。要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崖州湾科技城
城市功能。要坚守清廉底线，实现对
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的
分级抓、全覆盖，确保资金真正用到种
业研究和事业发展上。

省领导孙大海、周红波、王路参加有
关活动。科学技术部、农业农村部、中国
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揭牌仪式，
并在座谈会上交流发言。

本报刊发昌江“植树娘子军”陶凤交团队事迹引起热烈反响

践行“两山”理念 传承巾帼精神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揭牌成立
沈晓明冯飞出席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李京赟）5月11日8时，位于洋浦经
济开发区保税港区的海南澳斯卡国际粮
油有限公司里，今年初刚入职的孟雪提
前半小时到岗了。她高兴地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她是海南人，在这里工作可就近
照顾家庭，两全其美。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人社厅了解到，今年前4月，全省就业形
势持续平稳向好，多项指标大幅增长。

“大幅增长”背后，一方面在于海南
自贸港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催生大量市
场主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全省新设企业增长

113.7%，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另一方
面，在于我省推动各项就业优惠政策落
实落地，推行以就业为导向的“培训+就
业”模式，广泛开展各项公共就业服务。

“政府提供了政策和平台，让老百姓
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来自澄迈的求职
者李庆辉说。今年初，他与一家省级重
点企业签约，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政策指的是我省扶持求职者的优惠
举措，平台则包括培训、招聘、创业等——

我省开展跟踪服务和就业服务对
接，录制发布大学生就业指导网络公开
课，鼓励毕业生就业见习；开展“春风行

动”“就业援助月”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
延续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帮助失业者
渡过难关。

尤其是我省推出了“打包”式优惠：
“劳务输出先进村”奖励3万元，“农民工
优秀劳务带头人”和“农民工创业典型”
各奖励1万元……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我省将持续紧盯脱贫人口、农村
低收入人口等重点帮扶对象稳定增收，
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深入
开展就业创业失业政策宣传和送培训
服务，切实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前4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多项指标大幅增长

就业形势平稳向好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邱江华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5 月
12 日上午，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
室在三亚正式揭牌。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
实验室设立的目标是以培育国家实
验室为使命，聚焦国家战略、科技
前沿和海南急需开展的重大技术
攻关，突出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打
造科技管理改革创新的试验田。

“实验室的设立将有助于海南
进一步发挥南繁基地‘产学研’集
聚优势，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攻关
种子重大科学问题和‘卡脖子’关键
技术难题，赋能我国种子科技原始
创新能力提升，加快种业科技创新
发展，为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贡
献海南担当。”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

海南具有建实验室的优势条件

在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李登海看来，海南良好的光热条件，
能加速育种过程，缩短育种年限，是不
可多得的南繁育种基地，汇聚了大量
的科研育种条件和科研人员，为建设
实验室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据统计，每年有来自全国29个省份
超过700家“育、繁、推”相关单位上万名
科技人员到海南从事南繁工作，累计超过
2万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南繁加代、
繁育，占全国育成新品种的70％以上。

国家给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政
策，有利于形成种子研究新技术应用、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及扩大对外交流合作的
制度集成创新高地。近年来，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引进中种集团、隆平高科、德
国科沃斯等300多家国内外涉农企业，

中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等下属
16家育种研究机构挂牌运作，构建了
实验室、基地、人才及科研机构、市场主
体相互促进的创新生态。

“海南高度重视南繁基地建设，一批
高标准农田和科研公共平台陆续建设，
南繁科研条件越来越好，有效推动了种
业的自主创新。独特的南繁文化、越来
越丰富的科研交流平台，有效方便了科
研人员开展交流、合作，这些都为实验
室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国科学
院院士谢华安说。

“除了先天条件，海南优越的自贸港
政策对企业、科研机构都极具吸引力，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等平
台的建设，将成为引进国外种质资源
的重要通道，极大便利了基础科研、
国际交流和产学研转化，为实验室建
设提供独特条件。”中国工程院院士
戴景瑞说。 下转A02版▶

为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贡献海南担当——

建好种子实验室 打好种业翻身仗

导读

A03 A06

海南2021年中招政策出台
恢复将体育考试分数计入总分

新
数
据

新
看
点

今
年
一
月
至
四
月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31万人，同比增长 103.25％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83万人，同比增长42.15％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9415人，同比增长31.38％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3373人，同比增长33.73％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举办理论学习会和系列座谈会

评选表彰先进

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并推出优秀文艺作品

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修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主题宣传报道

举行弘扬“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精神系列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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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窗口 新动能 新名片
——从消博会看海南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