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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梦瑶 王培琳 通讯员
邝小霞）日前，太平洋财产保险屯昌支公
司把一份保额 1002.2 万元的沉香林木保
单送到海南海香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海香手中，标志着我省首单沉香种植保
险在屯昌落地，填补了海南沉香行业的保
险空白。

海南海香园投资有限公司在屯昌建有
沉香苗木培育基地560亩，年培育优质种苗
200万株。“为抵御自然灾害、火灾和盗窃行
为等风险，今年 3月 29日，我们对基地的

178.5亩共35750株沉香林木进行了投保。”
拿到保单的那一刻，王海香直言：“心里踏实
多了。”

据悉，沉香是屯昌重点发展的拳头产业，
为促进行业长效良性发展，目前该县正鼓励
各保险机构立足产业实际，科学设置沉香农
产品保险险种、模式和范围，并与相关企业协
同探索建立“政府+企业+农户+银行+保险”

“沉香+”等产业创新发展模式，推动沉香种植
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抱团发展，建立完善
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行业抵御风险能力。

我省首单沉香种植保险在屯昌落地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
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哟妈妈，你
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
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
相爱/……”

3月31日，在海口殡仪馆为父亲
郑文泰守灵的继子郑高峰，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每每想起父亲的
音容笑貌，耳边就不由得回响起这首
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哟妈妈》，这是父
亲生前最爱唱的一首歌。

“这首民歌意蕴深厚，唱出了我
们的心声。”现为厦门大学航空航天
学院仪器与电气系博士生导师的郑
高峰说，他平时与父亲聚少离多，

“这首民歌既寄托着我对父亲的追
思，也曾承载了父亲对我爷爷奶奶
的缅怀。”

一首民歌饱含着多少深情，一
首民歌抒写了多少故事。

随着郑高峰的讲述和追忆，一
位厚植浓郁家国情怀的“寻根者”正
向我们“走”来——

郑文泰祖籍福建泉州，1945年
8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其父亲郑奕
权、母亲林明月在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地有多处产业。

从小就向往中国的郑文泰，在印
度尼西亚并未就读当地的语言学校，
而是“自作主张”报名华文学校。
1960年中学毕业后，对大自然感兴
趣的郑文泰，考上了位于故乡泉州的
华侨大学，就读热带植物专业。

1964年，年仅19岁的郑文泰第
一次来到海南，实地考察热带植物。

在万宁兴隆华侨农场，他深入
山林采集多种植物标本，半工半读

地完成了华侨大学植物分类细胞学
课程，从此与兴隆结下不解之缘。

随后，承载发展家族产业重任
的郑文泰，在严父慈母的督促下远
赴香港高校深造，相继学习建筑和
酒店管理专业。20世纪80年代，
郑文泰看好刚刚打开改革开放大
门的中国，没有回印度尼西亚继承
父母的产业，而是在港粤等地独立
经营。

1992年，从事房地产、酒店业
的郑文泰，毅然改行筹建兴隆热带
花园，打造“热带植物基因库”。在
当时，这是一个许多人从未听说过
的新鲜名词，不但投资巨大而且短
期内无法产生收益。

面对各方质疑，郑文泰不改初

衷，奔波于粤桂滇黔川琼等地考察，
最终，也许是“巧合”又或是“重合”，
郑文泰与万宁兴隆华侨农场“一拍
即合”，由农场出荒地，他个人出资
金，合力建设兴隆热带花园。

从1964年第一次登上海南岛
来万宁兴隆，到1992年在此落脚，
经过28年的打拼和寻觅，郑文泰似
乎又回到起点。

“这是‘寻根’。”郑高峰一语中
的，这是海外归侨对祖国母亲的眷
恋与回报。

郑高峰说，父亲之所以不计成
本建设兴隆热带花园，不仅因为他
是热带植物专业出身，更因为他深
刻洞察到物种保护的严峻性和紧
迫性。“父亲曾说，‘时间拖得越长，
物种丢失得越多，要抓紧时间完
成’。”也正是这样强烈的念想，让
郑文泰的一片赤子之心洒向了海
南这片绿色土地。

““植植””此青绿缀琼州此青绿缀琼州
———追记—追记““中国侨界杰出人物中国侨界杰出人物””郑文泰郑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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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欧中关系都是互利共赢的，双方都
致力于捍卫和平，维护多边主义。当前国际
形势下，欧中加强对话合作非常重要。欧方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坦诚交
流，延续欧中关系良好发展势头，愿同中方
持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绿色发展等各领
域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为促进世界
和平、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作出努力。欧方
愿为中方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提供支
持合作。

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欧盟
领导人介绍了欧方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和主张。

习近平强调，中方对乌克兰局势走到今
天这一步深感遗憾。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站在和
平一边，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
自主作出判断，倡导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办事，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

习近平阐述了对当前形势下解决乌克
兰危机的几点意见：

一要坚持劝和促谈。中方支持欧方为
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所作努力，一直以自
己的方式发挥劝和促谈作用。和谈是避免
局势紧张升级的唯一可行途径。国际社会
要继续为俄乌谈判进程创造条件和环境，
为政治解决开辟空间，不能火上浇油、激化
矛盾。

二要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
机。中方提出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
六点倡议，已向乌方提供多批紧急人道主义

援助，向接受大量难民的欧洲国家提供了物
资。中方愿同欧方保持沟通，共同预防更大
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三要构建欧洲和亚欧大陆持久和平。
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
区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顾有关各方的合
理安全关切。时代发展到今天，不能再用冷
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安全框架。中方
支持欧洲特别是欧盟发挥主导作用，支持欧
俄美及北约开展对话，直面多年来积累的矛
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构建均衡、有
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四要防止局部冲突扩大化。乌克兰危
机要妥善处置，但不能病急乱投医，不能攻
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能把全世界都捆绑到
这个问题上，更不能让各国老百姓为此付
出沉重代价。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清醒
冷静。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长
期努力形成的构架，是一个有机整体。各
方要珍惜这个成果，不能轻易冲击现有世
界经济体系，更不能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
具化、武器化，引发世界金融、贸易、能源、
科技、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严重危
机。很多人十分担心，目前这样的局面可
能使国际经济合作几十年努力的成果毁于
一旦。如果局面继续恶化下去，估计事后
恢复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中欧要致力于管控局势，防止危机外溢，特
别是要维护世界经济体制、规则、基础的稳
定，增强人们的信心。双方可以就此开展
协调和合作。

双方领导人认为，此次会见开诚布公、
坦诚深入，增进了相互了解，也达成了不少
共识，同意继续加强沟通交流，开展协调合
作。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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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部署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15条措
施，主要包括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安全生产责
任、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
实部门安全监管责任、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和
监管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严格履行第
一责任人责任、立即深入扎实开展全国安全
生产大检查、牢牢守住项目审批安全红线、严
厉查处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行为、切实
加强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重
拳出击开展“打非治违”、坚决整治执法检查
宽松软问题、着力加强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
设、重奖激励安全生产隐患举报、严肃查处
瞒报谎报迟报漏报事故行为以及统筹做好
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牢牢
守住项目审批安全红线，防范化工产业承接
地安全风险。各级领导干部严格履责、分兵
把口，切实抓具体、抓扎实、抓出成效。各有
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个必须”要求，按照

“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
头”的原则及时明确职责、主动担当履责。
要立即深入扎实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列出清
单、明确要求、压实责任、限期整改，严厉查
处违法盗采、瞒报事故等严重违法行为，尽
快扭转事故多发局面。

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近期
全国安全生产情况。贵州省、中国民用航空
局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邱江华 通
讯员陈燕妮）“我们快递小哥整天派件奔波，
发生意外伤害的风险隐患大。现在可以单
独给他们办工伤保险，添了一份安全保障。”
4月1日8时30分，海口申通快递服务公司
红城湖分公司总经理符汝媛来到省社保中
心经办大厅柜台，完成了基层快递网点优先
参加工伤保险业务申报。

这是我省启动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
工伤保险的第一单业务。日前，省人社厅、
省邮政管理局、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联合
印发《关于做好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
伤保险工作的通知》，提出4月 1日起，我
省全面实施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
险工作。

根据文件，我省行政区域内用工灵

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含邮政网
点），可优先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将基层
快递网点中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但
企业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从事快递收
寄、分拣、运输、投递、查询等服务的从业
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目前全省
共有快递企业分支机构500多家，近万名
符合参保条件的快递员将依法参保、享受
政策红利，预计年底前可以实现“应保尽
保”的目标。

此外，新政策还规定了缴费标准。以邮
政快递行业为例，今年的缴费基数为海南省
2020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 6543 元，缴费费率按基准费率 0.4%计
算，由于目前处于费率减半征收期，按0.2%
执行。

我省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张惠宁

“斯世芳林余万顷，此回绿梦到千秋。”
4月1日，在海口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归侨郑文泰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这副挽联叙说着人们对他的无限怀念。
3月29日15时25分，一生致力于生态修复事业的“中国侨界杰出人物”、万宁兴隆热带花园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文泰在海口病逝。
芳林万顷今犹在，不见斯人徘徊影。58年前，郑文泰第一次来到海南，就对海南的这片绿产生了浓厚兴趣；30年前，郑文泰作出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扎根海南，把梦想的种子播撒进这片热土。从此，他用毕生心血和执着信念，抒写了一位爱国归侨寻根、扎
根、培根的厚实篇章，就像他带头植下的一棵棵珍稀物种那样，“树”起了新的人生高度。

氤氲的咖啡原本让人心醉，但
此刻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心痛。

3月31日，当蔡丹枫撰写有关
“中国侨界杰出人物”郑文泰的文章
时，刚在电脑上敲出“咖啡”两个字，
历历如昨的情景就不由得在眼前浮
现出来——

多年来，只要有时间蔡丹枫就
喜欢到万宁兴隆热带花园溜达，他
知道郑文泰繁忙，很少主动联系；但
若不期而遇，他们就会在附近坐下
聊天、品尝咖啡……

“从1992年开始创建兴隆热带
花园，郑文泰先生就深耕于兴隆这
块他青年时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把荒地荒坡变成了绿色世
界，他也活成了兴隆热带花园里的
一棵老树！”万宁兴隆咖啡行业协会

秘书长吴春光动情地说，郑文泰是
年轻人的榜样。

吴春光还记得自己高中毕业后
从事第一份工作时，就曾接受过郑
文泰的指导：2000年，万宁兴隆创
建了一个新景区——亚洲风情园，
吴春光在园区中当讲解员，郑文泰
受邀对他们进行了培训。

“不要否定同行，要认真用心
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要说一些
别人不易理解或听不懂的话，注
意客人的需求”“经验与学识在于
平时工作中的积累，善于总结，多
看资料，重在自学”……郑文泰的

这些指导，让吴春光现在仍然觉
得受用。

吴春光曾经经营了一间小有名
气的东南亚风味餐厅，但前几年，承
担起传播兴隆咖啡品牌的责任后，
他选择将餐厅关闭，把全部精力放
在振兴兴隆咖啡上。为此，家人和
朋友既不理解也不支持。“是郑老的
榜样力量，让我坚定自己的选择。”
吴春光说，“人的精力有限，如果从
事餐饮业，我就没有足够精力去完
成咖啡协会的工作。”

“少说多做”“一个人不看他如
何说，而看他如何做”……郑文泰曾

说过的这些话，已深深地融入吴春
光的人生信念之中。

如今，兴隆热带花园已成为
“热带雨林恢复”国家级引智推广
基地、科教兴国示范基地、侨爱工
程项目、海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基
地、青少年环境知识教育基地。这
为培根铸魂、树木树人，创造了有
利条件。

谈到父亲树木树人的动因，郑
高峰认为，关键在于一种“根文化”
的指引和支撑。

“‘祖国在何处，根就在何处’，
这是父亲对我的教导，也是他毕生
的实践和付出。”郑高峰坚定地表
示，要把这种“根文化”代代传承下
去，不断发扬光大。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我总被问到为何抛弃亿万家
财做生态，其实，有多少漂泊在外
的华侨都曾抛弃过财产，为祖国、
为故土奉献了全部，又岂止我一
个？”这段郑文泰生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的朴实之语，如今读来仍觉铿
锵有力。

时光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
郑文泰陆续卖掉自己名下的房产
和经营状况不错的酒店等资产，
筹措资金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先
后全部投入到万宁兴隆热带花园
建设上。

“这个热带花园投入，多少年才
能收回成本？简直是个‘无底洞’！”
不少亲友这样劝他；

合作开发房地产或酒店，也有
不少人找过他……

但都被他谢绝了。
在旁人不解的目光中，在亲友

惋惜的劝告中，他“一意孤行”，沿着
认定的道路走了下去。

兴隆热带花园草创之际，郑文
泰一改以前经商时西装革履的形
象，戴着鸭舌帽，穿着解放鞋，涂上
防蚂蟥的药，带着一群人，背着水和
干粮进山寻找新植物。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昔日的一片荒地，随着各种

植物栽植，兴隆热带花园渐渐成
形。

为了寻找更多新的植物，郑文
泰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
天，深入莽莽大山后，看到一株稀有
植物时，兴奋的郑文泰拨开荆棘钻
过去。当他挖出那株植物时，一不
小心踩空，从陡峭的山坡上掉落下
去，跌入6米外的一个水坑。尽管
水坑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他还是
摔得不省人事。

在医院醒来后，郑文泰最关心
的，是他找到的那株植物。当护理
人员告诉他这株植物已被工人完好
无损地运回兴隆热带花园时，他这
才如释重负。

尽管亲友们都很担心郑文泰的
安全，但他只要伤痛稍好一些，就又
开始了进山寻找新植物的冒险。

“似乎是物我为一，他把自己站
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谈起郑文泰对

投身环保、修复生态的那份执着，万
宁市兴隆印尼侨友会理事蔡丹枫回
忆说，当工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纷
纷回家，夕阳斜照，花园里安静中显
得肃穆，他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老农，
卷着裤腿，凝视着大树和花草，眼神
深情而坚毅。

正当郑文泰全身心投入到兴
隆热带花园建设中，1997年的亚洲
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参与郑文泰热
带花园建设的一些合作伙伴纷纷
撤资。

热带花园尚需大量投入，资金
链濒临断裂，陷入困境的郑文泰何
去何从？

“尽管我爷爷奶奶以前担心建
兴隆热带花园收不回投资，但在关
键时刻，他们还是选择了施以援
手。”郑高峰说，他的爷爷奶奶毅然
从家族企业里拿出一笔资金，让兴
隆热带花园建设渡过难关，生态修
复工程重新步入正轨。

千金散尽还复来，且看人间处

处春。
郑文泰创建了面积达1.2万亩

的万宁兴隆热带花园，物种超过
4000种，包括60多种珍稀濒危植
物，其中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的
有27种。作为重要的物种基因库，
兴隆热带花园被国家向联合国推荐
为“全球环境500佳”。

郑文泰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评价。他曾获颁中国政府

“友谊奖”，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授予敬业奉献“中国好人”奖，被
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授予“中国
侨界杰出人物”“全国归侨侨眷先
进个人”称号，入选中国侨联“侨鑫
杯”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并先
后被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赤子楷
模”“爱琼赤子”“赤子模范”等称
号，还曾名列“感动海南”2017 十
大年度人物。

“30年来，郑文泰先生用实际行
动再现了当代归侨‘愚公’拓荒的故
事。”4月1日，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康拜英在郑文泰先生遗体告别仪
式上致悼词时说，“他把梦想的种子
播撒在兴隆热带花园那片曾经荒芜
的热土上。”

散尽家财投身生态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树木树人成为榜样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20142014年年，，万宁兴隆万宁兴隆，，归国华侨郑文泰在他创建归国华侨郑文泰在他创建
的热带花园里的热带花园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杰张杰 摄摄（（资料图资料图））

◀上接A01版
“心祭”胜于“形祭”，心香一炷同样能

遥寄一缕最真的哀思。清明节小长假，往
往也是短途游的旺季。身处与病毒赛跑
的关键期，还得克制冲动，倡导安全祭扫
不返乡。如开展祭扫活动，要不扎堆、不
聚集，遵守预约、扫码、限流、戴口罩等出
行要求；或者采用居家追思、网络祭扫、鲜

花祭扫等方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表达
对生命的珍视。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社会是一个大
家庭。做好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祭扫
工作，不光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分内事”，
也是普通人应守好的“责任田”。期待每个
人都能以文明低碳的方式过清明，共同守
护安宁。

以文明赢得一片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