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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3月 24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3月24日，省委书
记沈晓明到东方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强调要借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东
风”，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努力打造
海南滨海城市带节点城市和亮点城市。

沈晓明先后到江边乡白查村和俄查
村、八所镇滨海片区、八所港、华盛新材
料产业园等地，调研黎族传统村落保护、
棚户区改造、港口运营建设、产业园区发
展等工作，并到罗带河暗访水体治理情
况。他强调，要做好船型屋等黎族特色
文化修复和挖掘，建设美丽乡村，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要牢记棚改的根本目的是
改善群众居住环境，高品质建设安置房，

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要立足“全省一盘
棋”，推动八所港参与全省港口资源整
合，与洋浦港错位发展、联动发展。

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了东方市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东方市在全
省“三极一带一区”格局中定位独特，在全
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也有重要地位，要
把准定位、乘势而上，高标准推进东方新
机场、八所港、临港产业园区等自由贸易
港建设重点任务。要高品位打造滨海城
市带典范，坚持以人为本，强化高水平规
划引领，加大规划、开发和融资等政策支
持力度，推动城镇化。要高质量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推动石化新材料往下游走、往
高端走、往低排放走，持续优化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结构，加强旅游吸引物建设，谋

划发展文旅、商务、会展、金融等现代服务
业，实现三次产业联动发展。要高水平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和国
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大力推进“六
水共治”，严格控制开发利用海岸线，试点
推进临港产业园零排放、低排放，抓好垃
圾分类、禁塑等“关键小事”。要高站位
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统筹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
高农村居民收入，健全民生保障体系，推
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要高要求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和基层党建工作。

省领导沈丹阳、孙大海、冯忠华参加
调研。

沈晓明到东方市调研时强调

打造海南滨海城市带
节点城市和亮点城市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李磊）
3月24日，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环岛旅
游公路及驿站规划建设工作专班第三次
会议，听取近期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规
划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
阶段工作。

冯飞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环岛旅
游公路及驿站规划建设工作进展。他

指出，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是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标志性工程，要高
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着力
打造标志工程、精品工程、生态工程、
廉洁工程。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优
化线路选线，完善各类要素保障，打通
项目建设堵点，倒排工期确保项目按
时间节点完工。今年要全面启动驿站

建设，紧盯任务目标，严格按照标准优
化设计方案，在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
的同时出台支持性政策，在建设中突
出特色化、个性化主题。要完善专班
工作机制，做好转段工作，确保各项工
作无缝衔接。

副省长王斌、倪强，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时要求

着力打造标志工程精品工程
生态工程廉洁工程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无限 风来海上 （A03版）

本报海口3月 24日讯（记者易宗
平）3月24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在海口开幕。

本次会议会期一天半，共有两次全
体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3月24日
召开，应到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60人，实到53人，符合法定人数；第二
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25日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省委副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主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光辉、肖杰、苻彩

香、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省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林泽锋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海南自由贸易
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废
止〈海南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
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的决定（草
案）》的说明， 下转A04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开幕
李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玉勇 吴兰枝）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今年
前两月全省工业完成投资67.71亿元，
同比增长77.2%，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高60.49个百分点，增速全国排
名第二，实现“开门红、开门稳”。

得益于自贸港政策，我省制造业
投资占比达到历史高位。今年前两
个月全省制造业完成投资 52.69 亿
元，增长 147.2%，投资增速全国第
一 。 制 造 业 投 资 占 工 业 投 资 的
77.82%，比去年底提高24.92个百分
点。同时，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完成投资 13.73 亿元，增长

21.3%，全省工业投资结构进一步优
化，发展后劲增强。

工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接着消
费。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重视下，我
省工业规模稳定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已经成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支撑。

今年前两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上升 7.7%；实现产值
427.6亿元，同比增长21.2%；工业上缴
税收同比增长34.5%，占全省税收的比
重达到20.7%。

分行业看，前两个月我省重工业
增长14.0%，全省41个工业行业中，
27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石

油加工、化工、电力、农副食品加工、
汽车、造纸等行业平稳增长，受“深海
一号”投产拉动，天然气开采业快速
增长。

分市县看，海口在汽车、天然气开
采等行业带动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6.6%；东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万宁在电力、槟榔加工业增长带
动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8%，增
速位居全省第一位。

同时，我省工业重点项目推进有
力，一季度到目前为止已开工项目14
个，完成投资4.47亿元，占一季度投资
计划的140.83%，超时序进度74.23个
百分点。

今年前两月我省工业投资增速全国第二
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达77.82%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邱江
华 实习生李红）3月24日，省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南省创新
型省份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相关情况。已于日前印发的《方
案》提出，我省将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
抓手，聚焦改革和开放，发挥区位优
势，实施科技强省战略，以超常规手段
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全面推进“一省
两市三高地”建设，为推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

发布会介绍，我省创新型省份建设

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建成具有海南
特色的“一省两市三高地”区域创新体系，
争取进入创新型省份行列。其中，海口市
进入创新型城市先进行列，三亚市进入创
新型城市行列，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种业、深海、航天科技创新高地。

在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的重点任
务上，《方案》明确6个方面，分别是打
造“陆海空”三大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特色产业、布局区
域创新发展、补齐科技创新能力短板、
加大开放创新力度及服务“三区一中
心”建设。

此外，海南创新型省份建设指标
里突出海南特色。省科技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比如在种业科技创新方面，包
括种质资源信息存储量、全国育成农
作物新品种经过南繁的比重、生物育
种专区培育新一代生物品种占全国的
比重；在深海科技创新方面，包括国际
先进的大型深海装备集群、累计组织
深海科考航次、累计转化重大原创深
海技术等。《方案》将促进创新要素集
聚和释放活力，推动更高质量的经济
社会发展，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新征程。 （相关报道见A02版）

海南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2025年建成具有海南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开足马力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

■ 本报记者 孙慧

3月23日上午，一场春雨来袭。东
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
称东寨港管理局）退休职工王式军披上
外套，穿上雨靴，到苗圃里掀开种子培育
箱的纱布膜一看，七八株细小的绿芽已
从土里探出头来。“红榄李的种子开始发
芽了！”王式军有些惊喜。

红榄李是珍稀濒危红树植物，国内
一度仅在海南有14株，且均处于老化或
退化阶段，亟待加强保护。2014年起，
东寨港管理局对红榄李开展培育并成功
培育出红榄李幼苗，通过建立红榄李野
外种植基地，将培育出来的红榄李种苗
分批移植到野外种植基地。

“发现红榄李的时候，林下没有幼
苗、种子严重败育，已处于濒危灭绝状
态，必须进行人工培育。”王式军回忆，
2014年他在自家阳台上尝试对红榄李
进行人工培育，由于不熟悉红榄李的生
长习性，屡试屡败。后来他在保护区的
红树林科普观赏园里辟出一块小苗圃尝
试野外培育，没想到种子发芽率提高了，
种苗也长势良好。

解决了种苗成活问题，东寨港管理
局在保护区道学站建立起20多亩的红榄
李野外种植基地，将培育出来的种苗分
批次移植到野外试种。 下转A04版▶

经近9年培育，从全国仅存14株繁育至近千株——

东寨港濒危红榄李又萌新芽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
惠）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海滨永久校区正
在加紧建设，预计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
教学设施设备安装，秋季学期正式开
学启用。

试验区海滨永久校区按照“大共
享+小学院”模式，遵循“共享设施先
行、配套服务同步”原则，突出“教科产
城”融合发展理念，压茬推进起步区4
个批次共41个项目建设，包括教学

楼、实验楼、图书馆、运动场、体育馆、
学生宿舍等。目前22万平方米基础
设施已经封顶，龙光国际社区及商业
配套、医院、中小学校、派出所等公共
配套已经开工。

当前，省教育厅正在谋划制定试
验区2022年秋季学期办学工作方案，
梳理出七大类113项工作任务清单，
包括开学项目审批、基础设施建设、设
备设施采购安装、教育教学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等，建立台账、责任到人、明
确时限、倒排工期、每周调度，逐项督

办落实，确保秋季学期顺利开学。
据悉，在2021年秋季学期和2022

年春季学期，试验区已经以“海南自贸
港国际英才班”项目方式开学，为2022
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进行压力测试和
全要素演练。北京体育大学与加拿大阿
尔伯塔大学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电子科
技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师生的入驻，标志着“五互一共”
国际教育创新实现破局。2022年春季
学期，进驻试验区的“海南自贸港国际英
才班”项目学生已经增加到112人。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加紧建设

海滨永久校区今年秋季学期启用

本报抱由3月24日电（记者周月
光）3月24日，海南首座深远海智能
养殖旅游平台“普盛海洋牧场1号”在
乐东黎族自治县龙栖湾国家级现代智
慧海洋牧场投用，将助力海南“海上粮
仓”建设，同时打造海南自贸港海上旅
游新业态。

当天中午，长86米、宽30米、高
18米的“庞然大物”被驳船缓缓拖入
龙栖湾，由海南普盛海洋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研发设计、广船国际建造的

“普盛海洋牧场 1号”正式投用，其
搭载的智能渔业养殖系统具备自动
投饵、鱼群监控、水质监测等现代化
渔业生产功能，将为海洋牧场提供

“智慧大脑”。
下转A04版▶

海南首座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投用

3月24日，在龙栖湾国家级现代智慧海洋牧场投用的“普盛海洋牧场1号”。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全省工业

完成投资67.71 亿元

同比增长 77.2%

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高60.49个百分点

增速全国排名第二

全省制造业
完成投资52.69亿元

增长 147.2%

投资增速全国第一

一季度到目前为止
已开工项目 14个

完成投资4.47亿元
占一季度投资计划的 140.83%

今
年
前
两
月 制

图/

张
昕

海南首家国际化
三级老年病医院开院
不出国门尽享国际医疗资源

（A15版）

⬆ 3月23日，在海口东寨港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红榄李和桐花、无瓣海桑一起生长。

➡ 破土而出的红榄李幼苗。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