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傅人
意）品尝现代大棚种植的新鲜水果，甜蜜
美味；住在错落有致的木屋民宿，惬意舒
适……走进海南各地的共享农庄，可以
体验到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12月14
日至15日，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将于三
亚市大茅共享农庄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和参与共享农庄项目投资、
建设的代表将“乡”约海南，探索乡村发
展共建、共享、共富的“海南模式”。

12月14日，来自全国各地乡村振
兴方面专家学者、共享农庄项目代表和
投资意向主体代表将齐聚2021年共享
农庄大会现场，感受海南乡村的独特魅

力。12月15日，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
将举行集中会议，相关专家将围绕共享
农庄进行主旨演讲，并开展“共享农庄
与共同富裕”“共享农庄的发展路径”

“构建回归田园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
3场高峰对话，为推动海南共享农庄的
发展提供“金点子”。

此外，大会还设置了现场考察、投
资洽谈等环节，海南共享农庄将现场进
行招商推介，达成合作意向的投资主体
将与共享农庄庄主进行集中签约，并发
布海南共享农庄倡议书。大会还将邀
请有意向的投资主体走进共享农庄实
地考察调研。

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今日举行

“乡”约海南 共建共享

关注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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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 13日讯（记者李
磊）12月13日上午，省长冯飞在海口
会见由台湾知名人士、新党原主席、亚
洲医药网董事长郁慕明率领的两岸医
疗暨台籍高层次人才创业团一行。双
方就深化医疗健康产业、人才来琼就业
创业、产业园区发展等领域合作进行探
讨交流，期待用好用足自贸港政策优
势，共同推动琼台合作走深走实，实现
互利共赢。省领导苻彩香、倪强，省政
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会见。

又讯（记者李磊）12月13日下午，
省长冯飞在海口以视频连线方式同瑞

士历峰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朗博杰开
展会谈。历峰集团是全球知名奢侈品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涉及珠宝首饰、钟
表腕表制造等领域。冯飞表示，希望
历峰集团加强在海南自贸港战略布
局，积极参与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深入布局海南离岛免税市场，
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布局钟表腕表维
修业务。朗博杰表示，历峰集团将在
与海南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合作，并携手旗下知名品牌，利用消
博会平台发布更多精品和新品。省领
导倪强参加会见。

冯飞会见两岸医疗暨台籍高层次
人才创业团和瑞士企业代表

本报海口12月 13日讯（记者昂
颖）12月 13日下午，省工商联（总商
会）2022 年换届工作会议在海口召
开。会议对省工商联（总商会）2022年
换届工作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进行说
明，部署省工商联（总商会）2022年换
届工作。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苻彩香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省工商联（总商会）换届
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党中央和省委的
有关政策要求落实到换届工作始终，坚
持严把人选入口关，把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坚
决有力、发展上合规经营的民营企业家

选拔出来、发挥作用，更好地激励广大
民营经济人士听党话、跟党走，引导民
营经济人士积极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贡献，充分展现省工商联的新气象、新
活力，进一步加强省工商联组织力、凝
聚力和影响力。

会议强调，要把握原则，将加强
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的全过程，全
面准确落实换届工作的政策规定，加
强部门间的统筹协调；要树立鲜明的
选人用人导向，坚持稳慎选人，拓宽
选人视野；要主动作为，做好有关方
面人选的统筹，切实做好深入细致的
思想工作，严肃换届工作纪律，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扎实有序推进换届各
项工作任务。

省工商联2022年换届工作会议召开

扎实有序推进换届各项工作任务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为什么彩虹有均匀的7种颜色，
而极光大部分是绿色和蓝色呢”“为什
么我们用尽全力把橡皮泥往下摔，它不
会被压扁或黏在地上，而是高高地弹起
来呢”……

12月13日上午，海南华侨中学礼
堂里，学生提问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当天，2021年“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
讲海南行”在这里启动，中国科学院老科
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白武明所作的首场报告，引起了学生探
索科学的极大兴趣。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主
要由中国科学院退休研究员组成，另有
来自高等院校、军队系统以及国家部委

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成立24年来，老
科学家们用3.3万余场科普讲座，让社
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认识到：“科学
就是力量”“科技就在身边”。

“科研人员的任务，不仅仅是写论
文、争奖项，更是要用科研成果造福社
会，让人类对未知有更多的认识。”白武
明说，本着“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
想、传播科技知识”的初心，越来越多科
学家在退休后申请加入演讲团，希望在
科普工作中发挥余热。

但想进演讲团并非易事。白武明
说，演讲团不唯履历、不看名气，凡是申
请入团者必须经过三场“考试”——第
一，明晰报告主题，确保报告内容必须为
本人深耕领域；第二，听取团员报告，在
听讲中学习并完善本人讲稿；第三，内部
试讲报告，接受团员的评判。

他特别说道，试讲现场绝非一团和
气，不严谨、不接地气、不与时俱进的部
分都会被明确指出。有的科学家尽管是

业界公认的“大牛”，却在试讲中屡屡受
挫，笑言“进你们这演讲团比拿奖还难！”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副
团长、中国地震局研究员、中国国际救援
队原领队徐德诗补充，机会来之不易，团
员们格外重视在演讲团的工作。24年
间，演讲团足迹遍及全国各地1500多个
市县。一位老科学家耗时4天长途跋
涉，就为了到一所偏远乡村小学，为几十
名留守儿童作一场报告。

徐德诗的身上也有故事，一次到大
凉山区演讲，他一路都坐在车上，计步器
上显示的步数却比平时还多一倍——山
路实在颠簸。然而到了现场，他发现当
地不少干部为了赶来听讲，整整徒步两
个小时，“我的疲惫一扫而光，内心充满
感动。”

这样的感动还有很多。白武明说，
在许多学校，演讲团演讲结束后，学生
们掌声不断，索要签名的队伍排了100
多米。一所学校的学生甚至自发唱起

《感恩的心》，那情那景令老科学家们热
泪盈眶。

当前，社会各界支持演讲团的力量
不断集结，从最初的科技、教育等部门，
拓展到妇联、媒体等单位。到了海南，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加入，又为演讲
团进一步铺开工作蹚出了新路子、提供
了新方案。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副
团长、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徐文耀介绍，此番
来琼，演讲团特意根据海南实际设计了
报告主题，增加了航空、航天、遥感等内
容的比重。

“时势造英雄，海南自贸港机遇千
载难逢，当地青少年可谓‘近水楼
台’。”徐文耀说，希望通过演讲团的报
告，让更多海南青少年立远志、添动
力，激发他们探索科学、关注和投身自
贸港建设的热情。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2021年“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海南行”首场报告开讲

传以真知 树以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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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昂颖）
12月13日上午，省委统战部在海口举
办两岸医疗暨台籍高层次人才创业座谈
会。来自医疗、康养、机械制造、软件科
技、投资贸易、金融咨询、物流等领域的
20名两岸医疗暨台籍高层次人才创业
团成员，与在琼台籍高层次人才围绕两
岸医疗合作、海南自贸港产业发展和人
才配套服务等话题开展互动交流，共话
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海南拥有良好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发展医疗旅游产业前景可期。”台商、永
龄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群哲认
为，海南在税收政策和吸引人才等方面
优势明显。台商可依托海南独特的生态
资源优势，来琼发展健康医疗、养老养生
等产业。

在琼发展多年的台商许正章现场分
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建议设立专门
的综合服务站，搭建好台湾青年在琼就
业创业平台，为初来海南创业的台湾青
年提供精准化服务，帮助其了解创业政

策、找准创业方向、培育可行的孵化项目
等，让台湾青年在琼创业之路更加顺畅。

台湾知名人士、新党原主席、亚洲医
药网董事长郁慕明表示，琼台两地要在
促进经贸等合作方面多树标杆。已在海
南有成就的台商及台籍专家学者，将在
吸引台湾年轻人来琼创业就业、促进两
岸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会上，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
省委人才发展局、省卫健委等部门相关
负责人就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情况、台

资企业在琼建设情况、人才引进和招商
引资成效、防疫措施等方面进行介绍。

省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台
胞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近三年
来，海南全省新增台资企业242家，实际
利用台资2.4亿美元。台商投资的领域
越来越宽，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等正在成为台商投资海南的重
点领域。今年1月至9月，琼台两地贸
易额达 12.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2%。

我省在海口举办两岸医疗暨台籍高层次人才创业座谈会

共话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本报海口12月 13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王洪）海南日报记者12月
13日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获悉，我省
在“老兵永远跟党走”——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获28个
全国奖项。

退役军人事务部今年组织“老兵永
远跟党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把党的关爱送
到老兵心中”主题慰问、“党的退役军人
工作发展历程”专题访谈、“传承红色基
因，续写军旅荣光”作品征集、“党旗飘
扬在心中”知识竞赛、“让退役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重的人”主题演讲比赛、“一朝
军旅情，毕生写忠诚”微视频征集展播

等6项内容。
活动开展以来，我省共征集到书

法、绘画、文章、诗歌、摄影作品 260
篇（幅）、微视频39部。活动中，2.6万
余人次参与网上党史知识竞赛答题，
30余名退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工作者
报名参加主题演讲比赛。通过退役
军人事务部评选，我省共获得 28个
全国奖项。

此外，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的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含军休工作先
进单位及个人、先进军休干部）评选表
彰活动中，我省5个单位、9名个人获先
进表彰。

在“老兵永远跟党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

我省获28个全国奖项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刘利）
近日，海南省高院印发《海南法院分案管
理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明确海南法院全面实行以随机分案为
主、指定分案为辅、指定分案留痕的分案
规则，确保分案工作公开、透明、有序运
行，从源头上杜绝人情分案、关系分案、
腐败分案。

随机分案为主，是指按照既定的分案
规则，运用信息技术，由系统随机自动确
定案件承办部门或者审判团队，并自动匹
配审判长、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成员、法
官助理、书记员的分案模式，适用于绝大
多数案件的分案。随机分案规则由法院
分案部门综合法院的办案任务、案件增减
量、办案团队建设等情况研究制定。

指定分案为辅、指定分案留痕，是指
对于一方当事人相同，且在事实、法律关
系、案由、程序等方面存在关联性的案
件，本院提审的案件、上级法院发回重
审、指令再审的案件等不适宜随机分案
的七种情形案件，指定特定的办案团队、
合议庭、承办法官办理的分案模式，仅适
用于《办法》明确的七种情形的案件。指

定分案的案件，分案人员必须在办案系
统中上传指定分案的相关附件，说明指
定分案的理由，做到指定分案留痕。

《办法》还指出，分案后，一般不变
更审判长、承办法官及合议庭成员，确
需变更的，应当符合《办法》规定的情
形，并必须在办案系统中提出、操作，做
到全程留痕。

海南法院全面实行随机分案为主的分案规则
从源头杜绝人情分案、关系分案、腐败分案

一版延伸

日前，在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的海南精细化工项目二期丙烯腈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吊装设备。目前项目推进顺利，预计
本月底完成大型设备进场。项目总投资为27.8亿元，总体建设进度完成82.5%。 文/本报记者 刘婧姝 图/本报记者 陈元才项目施工忙

◀上接A01版
李伟希望，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
能够提供多样化、现代化的劳动实
践平台和渠道，让乡村学生特别是
留守家庭的孩子们能够有更多机
会走出乡村，借助劳动教育广泛接
触、参与、融入城市生活、社会生
活。

在海南分会场与会人员发言过程
中，国家部委相关负责人不时作出回
应、互动。

副省长王路，省政协副主席马勇
霞、李国梁、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
茂丰、刘登山，部分住琼全国政协委员，
部分海南省政协委员参加海南分会场
协商活动。

全国政协召开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