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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上新”！“上新”！“上新”！
4月11日上午，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来自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的马海霞博士团队正在进行野外
科考。就在十几天前，该团队宣布在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8个大型真菌新
物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物种持续
“上新”，雨林物种“户口簿”上频频迎来
新成员。从尖峰水玉杯到海南小姬蛙，
再到不久前刚刚“官宣”的8个大型真菌
新物种，短短3年多时间，这片约占海南
岛1/8陆域面积的茂密雨林至少已发现
28个新成员，包括9个植物新种、6个动
物新种和13个大型真菌新种。

如此频密的“上新”节奏，既展现了
海南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亦
折射出我省持续加大的生态保护力度。

新物种频频亮相

今年3月，马海霞博士团队宣布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8个大型真
菌新物种，包括海南炭团菌、五指山炭团
菌、尖峰岭炭团菌、茧孢炭团菌、青冈炭
团菌、雪香兰叶生炭角菌、海南山胡椒叶
生炭角菌和海南大头茶叶生炭角菌。

可别小看了这些真菌新物种，它们
大多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在生态循环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海南热带雨林这个‘天然菌种

库’中，仍有大量的大型真菌资源尚未
被发现、保护和利用。”马海霞博士的话
不假——在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内也曾发现5个大型真菌新种，

包括大盖兰茂牛肝菌、密鳞新牛肝菌、
淡红异色牛肝菌、变红小疣柄牛肝菌和
南亚松乳牛肝菌。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不断推进，不
少“新成员”频频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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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过去3年至少发现28个新物种，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雨林万物生 物种频“上新”

尖峰水玉杯。（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海南山胡椒叶生炭角菌。

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47.2亿元，同比增长8.4%
购物件数2027万件，增长 14.2%
人均购物金额8372元，增长 10.2%

其中化妆品、首饰、手表的销售额位居前三

今年
一季度

本报营根4月11日电（记者刘操）
4月10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围绕生态环境保
护、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两个
推进”工作、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综合调研。

调研组一行前往百花岭雨林文化旅
游区，实地考察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
琼中生态旅游发展、景区规划进展等情
况。毛万春指出，景区要处理好旅游开

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严格遵守国
家环保要求开发建设，把旅游开发和保
护生态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紧
密联结起来。

在湾岭镇水央村、黎母山镇松涛村
等地，毛万春都通过听取介绍和实地查
看等方式，详细了解当地乡村产业发展、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和应用等情况。 下转A05版▶

毛万春到琼中调研时强调

守牢生态底线 坚持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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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11日电（记者
李国利 杨晓敏）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获悉，执行天舟四号货运飞船
发射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已完

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4月11日安
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将
与先期已运抵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一

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
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
试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张恒）海南日报记者4月11
日从海口海关获悉，据统计，今年一季
度该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47.2亿元，同比增长8.4%；购物件数
2027万件，增长14.2%；人均购物金额
8372元，增长10.2%。其中化妆品、首
饰、手表的销售额位居前三。

今年前两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
售市场持续火爆。步入3月，离岛免
税销售受疫情影响，同比呈下降趋
势。海南 10 家离岛免税店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相继推出一
系列促消费活动，活跃离岛免税市
场。一批国际知名品牌纷纷推出新
品、开设新店，从新品优品、主题活
动、优惠促销等方面深耕市场。海

南相关部门还联手免税经营主体，
在“海易办”平台首页开设离岛免税
专区，向进岛的游客发放优惠券，深
受欢迎。

“目前，我们开通抖音直播带货
等线上新零售购物渠道，既实现无
接触式购物，也解决了不少消费者
无法到店购买免税商品的困扰。”海
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将优化采购流程，吸引更
多品牌入驻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
争取形成全省首家、区域首店的市
场效应，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购物需
求，持续开展主题营销，让老百姓得
到更多优惠。

4月11日下午，三亚国际免税城
一期、二期恢复正常营业，此前该免

税城因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临时闭
店。“三亚国际免税城将严格落实各
项防疫措施，确保离岛免税消费者买
得舒心、安心。”三亚国际免税城发布
消息称。

据了解，为更好满足海南离岛免
税市场需求，促进境外消费回流，我省
积极推进海南免税品品牌、品种、价格
与国际“三同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呈现品牌更加丰富、购物环境优化、营
销方式多样、购物便利性提升、风险防
控持续加强等特点。

目前，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共5
家，离岛免税店已增至10家。根据前
期统计，各离岛免税门店品牌数量超
过720个，主要品种包括香化产品、首
饰、手表、箱包、服装、电子产品等。

一季度海南离岛免税品销售超2000万件
金额同比增长8.4%

本报三亚4月11日电（记者邱江
华）“目前，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
原生境模拟监测区的野生稻已全面
覆盖，并已繁殖 1 万份野生稻资
源。”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
繁研究院院长彭军向海南日报记者
透露，下一步他们将加快保存圃的
建设进度，及时将繁殖更新的资源
入圃保存。

野生稻，是水稻种质资源天然的
基因库。它们具有诸多优良性状决定
基因，是新基因挖掘和种质创新的重
要基础性材料。彭军介绍，位于三亚
崖州区南滨居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
源圃（以下简称资源圃），计划用2年
时间建设166亩野生稻异位保存圃，
设计保存能力4万份，年鉴定评价计

划达到1000份以上，能够满足今后
30年野生稻种质资源保存和促进水
稻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资源圃建成后，将作为我国种
质资源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成为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和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的
重要科研平台。”彭军表示，资源圃可
以安全保存我国已有的野生稻资源，
整体提升我国野生稻种质资源的保
存能力和水平，推动南繁产业和水稻
种业发展。

种质资源收集是前提，高质量协
同创新是关键。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科
技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部署打赢科
技创新翻身仗，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
动部署，依托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打造

“南繁硅谷”。除了资源圃，我省还建
成并陆续投用了多个大型科研公共服
务平台，积极培育生物育种协同创新
生态。

目前，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
中转基地中的国家（三亚）隔检中心
一期项目已封顶，正在启动国家（海
南）热带植物隔离检疫中心等项目。
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利用国际国
内两种资源，畅通种质资源引进中转
通道，从源头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重任。

此外，于2021年5月揭牌的海南
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已建成大型仪
器共享平台、种质资源分子鉴定平台、
植物组培转化平台等，并投入正常使
用。实验室已引进院士团队18个。

我省加快建设大型科研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已繁殖万份野生稻资源

■ 本报评论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
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
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
榜。”在部署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时，
省委也指出，鼓励以揭榜挂帅、公开招
标等方式解决难题、提升本领。此次
省级层面“揭榜挂帅”榜单的发布，正
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具体行

动，也是打造一支本领过硬、素质过
硬、能打硬仗干部队伍的有力举措，为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大展身手提
供了广阔舞台。

问题是时代的先声。此次揭榜挂
帅是我省深入“查堵破难”、扫除顽瘴
痼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揭榜挂帅”榜单不是简单地列出一般
性的需求或者事务性问题，而是突出
代表性、示范性、针对性，进一步聚焦
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实、重点园区建设、
制度集成创新等各方面的堵点、难点

问题，正是为了通过不拘一格招贤纳
士、集中攻关重点突破的方式，着力破
解一批制约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制
约海南高质量发展、制约营商环境优
化的顽瘴痼疾和“卡脖子”难题，推动
发展的“堵点”加快转化为工作的“亮
点”，更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
发展“强身健体”。

解难破难，是揭榜挂帅的核心，这
也决定了揭榜挂帅必定是一场攻坚
战。此次榜单上的问题多具复杂性、
艰巨性， 下转A05版▶

“揭榜挂帅”解难题“比学赶超”强本领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易宗
平）4月11日，海南省“能力提升建设
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省级“揭
榜挂帅”第一批榜单，共8个项目。

今年2月7日，全省作风整顿建设
年活动总结暨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动
员部署会指出，鼓励以揭榜挂帅、公开
招标等方式解决难题、提升本领。会
后，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
头下基层、访企业、进社区，围绕自贸

港政策落地、重点园区建设、营商环境
改善、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内容，倾听
民意、查找堵点，采取面上摸排、公开
征集、会议研究、集体决策等方式，查
找梳理出一批“揭榜挂帅”项目。经初
选汇总、咨询论证、调研审核，遴选形
成了省级“揭榜挂帅”第一批榜单共8
个项目。

省级“揭榜挂帅”第一批榜单包
括：加快推进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深化推进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建立“准入即准营”制度体
系；推进数据共享，推动实现政务服
务“零跑动”；机器管招投标；知识产
权制度集成创新；开展赤田水库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创新试点；建立“土地
超市”制度。

据悉，2021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实施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制
度”。 下转A05版▶

海南推行省级“揭榜挂帅”制度
首批8个项目等你来揭榜

制图/陈海冰

新华社“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栏目推出报道——
“见到您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A09版）

从交通规划到建筑设计，

从产业选择到空间布局……
海南试水低碳园区建设

园区咏“碳”调

自贸港观察

海南小姬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