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我省20所高校共有5.7万名毕业生

其中2.7万人已经落实就业去向

占毕业生总数的47.27%

高于去年同期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
新增市场主体不断涌现

毕业生留琼就业创业成效显著

2021届毕业生留琼率达63.07%
为近3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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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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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易宗平
王培琳 赵优 通讯员 王晨

吸引更多人才、降低企业税率、推动
产业升级……这是企业与群众的真切需
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以下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
的相关条款。6月10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正式颁布实施，省直相关部门负责
人、企业经营者等日前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纷纷从各自实际出发，热议这
部海南自贸港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为广大
群众带来的切实保障。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汇聚各方
力量，发挥协同效应。人才工作不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既要促进产业跨越发

展，又要依托于产业等载体实现自身发
展，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比较优势，从
而实现良性循环。

“推进海南人才工作，下一步我们要
做好六个方面的事情：加强顶层设计，以
法治化保障人才发展；扩大对外开放，
以国际化引领人才发展；聚焦科技创
新，以平台化支撑人才发展；强化产才
融合，以产业化承载人才发展；围绕创
新创业，以市场化服务人才发展；加强团
结凝聚，以组织化支持人才发展。”省委
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说。

成立于今年1月的金丰（海南）新能
源有限公司主营石墨批发业务，是看准
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来“吃螃蟹”的技术
型企业之一，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收超
过1.2亿元，贡献税收超1700万元。公

司负责人朴明月高兴地说：“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经过成熟酝酿和细致考量，顺利
颁布实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高度重视。我们来到海南，就
是看准了海南对鼓励类企业的优惠政
策，今年上半年仅企业所得税就减免
600多万元。贸易往来自由，投资大量
涌入，人员货物有序往来，资金数据有序
流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双
15%’优惠政策稳步推行，给企业带来的
新利好将更加喜人。”

“当下全岛约80%的土地在农村、
60%的户籍人口是农民、三产结构中第
一产业比重达20%左右。海南自贸港
包括广阔农村，这是我省与中国香港、新
加坡、迪拜等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自贸港
的明显不同， 下转A02版▶

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经营者等热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以法律保障自贸港发展红利扎实落地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康龙）6月14
日，2021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开始正式评
卷。评卷工作预计6月20日结束。评卷
结束后，省考试局将进行评卷信息核对、
成绩合成及标准分转换等工作，6月25
日左右将向广大考生公布成绩。

根据答题卡扫描情况，今年我省高
考试卷总量为35.9万份，比去年增加了
1.5万份。经各高校、教研机构以及各普
通中学推荐，严格选聘了700多名中学
一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参加评卷。

6月12日下午，省考试局组织召开

了网上评卷工作动员大会，各学科组开
展了评卷工作培训；6月13日，全体评
卷教师参加试评工作，经测评合格后于
14日开始正式评卷。

为确保网上评卷工作客观公平，我
省高考评卷实行“2+1+1”模式（也称“双
评”模式），即考生答卷的每道题至少有
两位评卷老师评阅。

评卷过程中，评卷系统随机将考
生的答卷分发给评卷老师评卷。如果
两位评卷老师的评分差值小于或等于
差值阈限时，取这两位老师评分的平
均分作为该题的得分；当双评差值大

于差值阈限时进入三评，三评由题组长
负责评阅；如果三评所给的分数与前两
位评卷老师给的分数仍超过了双评差
值阈限时，这份答卷将由学科组长进行
终评。

同时，评卷老师只能评阅系统随机
发到本人账户下的答卷。考生答卷的姓
名、准考证号等个人信息均被屏蔽，所有
评卷人员都无法查看。

此外为确保网上评卷质量，我省还
采取统一标准、强化培训、严格标准、加
强质检、加大复核五大举措严格执行评
卷标准，保证评卷的公平公正。

海南高考评卷工作正式启动
预计6月20日结束，25日左右公布成绩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李康
龙）近日，海南省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海南日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年我省20所高
校共有5.7万名毕业生，其中2.7万人已
经落实就业去向，占毕业生总数的
47.27%，高于去年同期。

会议指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
快推进，新增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毕业生

留琼就业创业成效显著，2021届毕业生
留琼率达63.07%，为近3年来同期最高
水平。当前，各地各高校把做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当作当前一项极为
紧迫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全力确保完
成稳就业、促就业年度目标任务。

此外，会议要求各地各校一要进一
步做好稳岗拓岗工作，特别是要与自贸
港重点园区建立精准对接。二要进一步

加强就业指导帮扶，建立“一人一案”精
准帮扶工作台账，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加
大帮扶措施。三要深化人才培养端改
革，把毕业生就业工作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对标自贸港建设人才需求，打通

“行业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专业
招生与企业招聘”“人才培养与上岗培
训”间的壁垒，推进产教融合，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稳步推进

今年我省超6成高校毕业生留琼

■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潘旭
徐海涛 李琳海

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
草茵茵、白云低垂，让人仿佛淡忘了这里
曾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国营二二一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为
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景
区。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安置
到全国27个省份的532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离
退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
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
己的“二二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上的

“两弹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地发光
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月2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集
团二二一小区内歌声嘹亮——《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
量》……歌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和
家属。

85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自
己，“经历了苦日子，今天的日子比蜜还
甜。”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

老人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下，这两年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心，
中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进行修
缮，美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1958年，面对西方核讹诈的威胁，
党中央决定在青海金银滩建立中国第一
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青海省第五
建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里
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西部歌王王洛宾
在这里写下了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地
方》。

1961年，杨翠英带着当时只有4个
月大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追随丈夫到了
二二一厂工作。

“那时吃的多是青稞面和黑豆面，面
黏性太大，刚开始咽不下去，需要拿热水
送。粮油限量供应，我们只能自己种一
些土豆充饥。”杨翠英回忆说。

今年80岁的董殿举住在安徽合肥

团安新村。话起当年，老人的眼神一下
子亮了起来——

1959年，只有18岁的他进厂工作，
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进
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棚、羊圈里，有时就
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狼
叫。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子、
帽子上都是冰霜。”

今年86岁的刘兆民曾在二分厂研
制炸药。“当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从事
什么工作，拿着车票，提着木箱就来了，
和我一起来的同一届校友当时就有20
个。”他说。

刘兆民后来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
份“特殊”的事业。研制雷管、研究炸药
冲击波，曾是他的主要工作。

当年，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深夜，一个
共同的信念在心中燃烧——再穷，也要
造出“争气弹”。

李富学1959年到厂，主要从事“微
秒级电雷管”的研制任务。

“以前国内都是秒级的，原子弹需
要微秒级的电雷管，没有先例也没有样
品，一切都是自主研发。”老人声音依旧
洪亮。 下转A04版▶

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海南省
拟任干部人选公告

（A02版）

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截至
目前，该项目设计进度达到67%，土建基础施工整体完成73%，为下半年进入无
土化安装创造条件。项目竣工投产后将直接拉动超1000亿元的下游产业，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名单

（A03、A04版）

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

建设按下“快进键”

6月11日，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集邮展览在省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邮票和
集邮展览的形式，集中展示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图为观众正在省博物馆观展。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观展览
学党史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红色’是白沙最深厚的精神底
蕴。1943年，以王国兴为首的海南少
数民族群众打响了‘白沙起义第一
枪’……”6月10日，第六场弘扬“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精神新闻发
布会上，白沙黎族自治县委负责同志
介绍白沙革命故事和红色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广泛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
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

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强调
要做好宣传引导、加强氛围营造。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部
门持续在气氛营造和舆论引导上下功
夫，12场弘扬“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琼
崖革命精神新闻发布会陆续推出；各

主流媒体开设专版、专题、专栏，充分
发挥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广
大文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争当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宣传员，
为全省上下“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营造了浓厚氛围。

主流媒体发挥主力军作用

“‘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
众利益而牺牲’……我是为大多数人
谋利益而牺牲，我的目的达到了。”近
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
琼崖共产党人王器民给妻子留下的绝
笔，通过海南日报“信仰的力量——重
读红色家书”栏目再次展示在世人面
前。重读这封沾满烈士鲜血的家书，
读者无不动容。

主流媒体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
发挥着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
用。在党史学习教育的气氛营造和

舆论引导上，海南各主流媒体充分利
用“报、网、端、微、屏”等平台载体，充
分运用新闻报道、言论评论、典型宣
传等形式，宣传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以及宣
传各地各部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好经验好成果。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海南
100名党史人物”“旗帜——庆祝建党
10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查看海
南各大报纸、电视、网站、新媒体，党史
主题的专版、专题、专栏琳琅满目。

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纪念日
前夕，海南日报还推出《纪念红色娘子
军成立 90 周年特刊——琼花别样
红》，用12个整版重温这段闻名海内
外的巾帼史诗，为许多读者提供了值
得珍藏的党史学习材料。

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丰富宣传
的载体和形式，海南各主流媒体还结
合自身优势， 下转A04版▶

海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在气氛营造和舆论引导上下功夫，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营造浓厚氛围 凝聚奋进力量

2017年至2019年新能源汽车地方购车补贴资金申报工作启动

新能源车主，你有一份补贴待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