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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2022年
（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我省开展“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考核评估工作

考核不合格
将不再列入培养范围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易宗平）4月
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委人才发展局获悉，
我省将集中开展2022年“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考核评估工作。其中，4月至5月对第二批培养
对象进行期中考核，7月对第一批培养对象进
行抽查督导。

“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包括南海名家（含
南海名家青年项目）、南海英才、南海工匠、南
海乡土人才。对第一批658名培养对象，我
省将按总数的20%即132人进行抽查。抽查
主要采用线上考核的方式，即专家组对培养
对象线上提交的材料开展评估。对第二批
334名培养对象，我省将对照考核评估指标
体系，采用“汇报+专家提问”的方式，由专家
进行评估打分。

据了解，对此次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等
次的将继续培养，发放资助经费；对不合格等
次的将不再列入培养范围，并停止发放资助
经费。

海口集中签约
36个重点项目
计划总投资额130.2亿元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4月
1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2022年（第一批）重点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海口会场在海南迎宾馆举
行。此次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设立海口市重点招商项目线上集中签约主会
场和海口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重点项目签约
分会场，共签约项目 36 个，计划总投资额
130.2亿元。

本次签约项目围绕“3+1+1”现代产业体
系，主要涵盖了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现代物流、
数字经济、离岸贸易、商务航空、现代金融、科学
教育、商贸服务、高科技农业等产业领域，其中
包括晖致医药有限公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国能远海航运有限公司、We-
Work中国——红鲷众创空间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艾
昆纬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企业机构
项目。

活动现场还介绍了海南自贸港政策发布以
来海口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进展情况，发布了
海口市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
及生物医药产业人才需求。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省委常委、
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参加签约仪式。

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4月11日，在海口市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厂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准备绑扎钢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诺华全球创新药
Scemblix落地乐城
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

本报博鳌4月11日电（记者袁宇）4月1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获悉，用于治疗慢性髓性
白血病的创新药Scemblix（Asciminib）已经
落地乐城先行区内的瑞金海南医院（博鳌研
究型医院），将为国内相关患者带来治疗新
方案。

慢性髓性白血病又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是骨髓造血干细胞克隆性增殖形成的恶性肿
瘤。Scemblix 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的
STAMP抑制剂，于2021年10月底获批在美
国上市。

此次Scemblix快速落地乐城先行区，旨
在帮助国内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实现长期生存
的目标。该药落地瑞金海南医院后，国内患者
不仅可在瑞金海南医院先行申请使用全球领先
的CML新药并接受专业团队的治疗，同时也
可依托乐城“带药离园”政策，将临床许可的适
量药品带回家服用。瑞金海南医院的专家会进
行远程用药指导和随访。

记者了解到，Scemblix引进自国际药企诺
华集团。诺华早在2018年就与乐城先行区建
立合作，推动旗下的创新产品落地乐城。诺华
希望继续依托中国医药产业政策，加速创新药
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推动更多创新产品的开
发与落地。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乐城
先行区也致力于引进更多国际创新药物，让更
多国内患者接受国际先进医疗技术水平的治
疗。得益于“双国九条”优惠政策，截至目前，博
鳌乐城先行区已引进逾200种未在国内上市创
新药械临床使用，成为国际创新药械率先进入
中国市场的最主要通道，从而逐步满足国人对
新药新械的需求。

海南推行
省级“揭榜挂帅”制度
◀上接A01版
此后，相关部门和市县以重大需求
为引导，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
准确定张榜项目，鼓励有能力的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团队和个人积
极“揭榜挂帅”，在实际操作中取得
了一定成效，为推行省级“揭榜挂
帅”制度积累了经验。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各市
县各单位有关团队和个人踊跃揭榜，
一展抱负，齐心协力，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海南
省“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办公室将
建立“揭榜挂帅”工作推进机制，充分
赋予职责权限，明确保障服务措施。

守牢生态底线
坚持绿色发展
◀上接A01版

毛万春指出，琼中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更高
标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牢牢守
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的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科
技支撑，利用好视频监控平台，从源
头上防止秸秆焚烧现象发生。要扎
实推进“六水共治”攻坚战 ，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建、管、用一体化治理。

“揭榜挂帅”解难题“比学赶超”强本领◀上接A01版
单靠某方面力量的“单打独斗”往往难
以解决，需要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合力
攻坚。为此，要着力构建完善的干部评
价以及激励约束机制，对揭榜之“帅”及
时“松绑”、大胆放手，充分赋予其自主
权，使其能够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攻克
难关。同时，要下好“一盘棋”，打好“组
合拳”，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整合各领

域资源，配合搭台、协同发力，在帮扶举
措、支持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给揭榜
攻关者以最有力支持，努力形成协同发
力、相互支持、互促共进的攻关局面。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以
说，揭榜挂帅既是一次授权，让有才之

士轻装上阵展才能；也是一次竞争，让
各路英雄同台竞技显身手；更是一次合
作，让能者强强联手、协同突破；还是一
次锻炼，让广大干部在攻坚克难中补短
板、长经验、强本领，推动自由贸易港早
期政策安排形成早期收获。各级各部

门要立足自身实际，大胆设计“自选动
作”，充分激发每名干部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如今，榜单已经发布，擂台已经
搭起，亟待揭榜英雄大显身手，在琼州
大地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让自由贸易港发展活力竞相奔涌。

雨林万物生 物种频“上新”◀上接A01版
圆凸的大眼睛，短小灵活的爪

子，褐色表皮上规则分布着4条金色
横纹的中华睑虎，“颜值”颇高。2019
年4月的一天，趁着夜幕低垂，隐于
岩石裂缝中的这只中华睑虎，拖着长
长的尾巴正准备外出觅食，不料撞进
了海南林业工作者周润邦的视野里。

“当时一眼就看出这只睑虎的不
同，经过形态学和分子学分析鉴定，
最终确定这是一个睑虎属新种。”周
润邦还记得，那是位于海南岛中西部
的一片热带常绿阔叶林，四周覆盖有
花岗岩石堆或与喀斯特斜坡相连的
大型石堆，是睑虎生存的绝佳地带。

中华睑虎只在无污染的天然环
境中出现，同它一样对栖息地“吹毛
求疵”的，还有2020年被确定系腐生
性草本植物新种的尖峰水玉杯和
2021年被确定系海南特有两栖动物
新种的海南小姬蛙。

“比如尖峰水玉杯，生长在原生
性极强的热带雨林中，目前仅在尖峰
岭有发现，数量极少。”在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涵看来，尖峰水玉
杯这样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生物
就像是最公正的“环境评价师”，当它

们投出自己的“一票”时，说明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卓有成效。

濒危物种持续增长
与“新朋友”的相遇，是一份未知

的惊喜。而守护“老朋友”们繁衍壮
大，则是雨林生物欣欣向荣的基石。

在吊罗山雨林，中国首支水獭监
测队伍在野外布设红外线相机日夜
监测，成功捕捉到5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小爪水獭重返故园的场景；

在猴猕岭雨林及白沙邦溪、东方
大田，“守鹿人”通过种植牧草、建渠
引水、扩建围栏等举措改善海南坡鹿
生境，同时开展坡鹿种群健康状况、
栖息地选择等研究，让“呦呦鹿鸣，食
野之苹”的和谐景象重现琼岛；

在尖峰岭雨林，科研人员们为坡
垒、青梅、苏铁等野生种群数量或分
布点极少的植物群落编目建档，并设
立就地保护点、建立植物苗圃和种质
资源保护库，在他们的帮助下，部分
濒危物种种群呈恢复性增长态势。

回归！复苏！这是一个个振奋
人心的故事，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有益启示。

“太多的物种以我们尚不知晓的
方式相互关联着，这有助于整个生物
圈的稳定。”刚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退休的“老林
业人”陈庆明白这个道理，过去四十
年间，他曾一次又一次目睹海南长臂
猿将包裹着果核的“猿粪”撒落，担起
植物种子传播者的角色。

作为海南岛最重要的旗舰物种
和标志性物种，海南长臂猿存在的意
义当然不止于此——

它仅存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是否健康的标志，对其生态、行
为、社会结构、意识等方面的研究，也
是一把通向了解人类自身的钥匙。

2020年、2021年，海南长臂猿家
族两度传来“添丁”喜讯。至此，这一
全球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种群数量
恢复至5群35只，也成为全球20种
长臂猿中唯一能保持种群缓慢增长

的物种。
“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灵长类
专家组小猿组副组长苏珊·切恩博士
这样评价道。

充分调动公共部门的资源，深
入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以自然和科
学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当地社区的
保护意识和实地参与，栖息地恢复综
合管理……去年9月于法国马赛召
开的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
《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面向全球发
布，总结出长臂猿保护“海南模式”五
要点，为世界濒危物种、热带雨林保
护等焦点问题贡献出“中国智慧”。

留白，留绿，留璞，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渐入
佳境。

“生物多样性组成生态系统，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自然资本。”在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原国家濒科委常务副主
任蒋志刚看来，随着热带雨林整体保
护和系统修复工作的不断推进，未来
海南岛的物种多样性数据还将继续
增加。

（本报五指山4月11日电）

本报讯（记者王迎春）闸阀井、流量
计井、大功率提升泵……近日，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老市场附近，一
座污水提升泵站换上了这些“新装备”。

“新增的流量计井可以为污水处
理厂提供相关数据，方便其进行监测和

统计。”三亚环投集团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关伟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污水提升泵站是污水从管网输送
到污水处理厂的中转站，泵站升级改造
后，污水抽排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新泵站是赤田水库流域开展综合

治理的一个缩影。2月28日，三道镇区
域排水系统工程项目在四个点位同步
开工，标志着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中
的重要工作——生活源污染治理启动
实施，这也是三亚、保亭两地合作开展
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后，启动的

首个供排水建设项目，由三亚环投集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
建污水管线工程、现状管道清淤及修复
工程、泵站工程、在线监测系统工程，以
及升级改造现有污水厂自控系统等。

目前项目正全面铺开建设，除了完成现
有3座提升泵站改造之外，还新建污水
管网600米，维修井22座。

“项目概算总投资4723万元，将
分5个部分实施，计划今年12月建成
并投入使用。”关伟介绍。

三亚保亭合作开展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联手筑造“水质防线”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黎其伟 李宇浩

4月11日上午，国内首个下沉式
自来水厂——海口市江东新区高品
质饮用水水厂（以下简称江东高品质
水厂）项目的地下箱体正在进行脚手
架施工，近200名工人三两成组、分
头作业，成片的银色脚手架伸向天
空，颇具气势。

海口即将入夏。届时，高温、降
雨均会影响施工进度。“大家都铆着
一股劲儿，赶在入夏前这段时间抢工
期。”中交一航局江东高品质水厂项
目部工程部部长康凯旋介绍，目前该
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58.4%。

海南日报记者戴上安全帽，随着
康凯旋进入施工现场，手刚一碰到钢
筋，就本能缩回——太烫手！

见状，钢筋班组组长何桥国向记
者展示自己的手套：“钢筋温度很高，
我们必须戴上手套才能干活。”紧接
着，他又跟了一句：“夏天的钢筋摸起
来更烫，现在还好，所以大家都在抢
时间、赶工期。”

为推进项目建设“加速跑”，工地
实行多班倒的机制。其中，由于12
时至15时那一班次最热，项目部主
要安排工人在一旁的钢筋加工场备
料。如此一来，既能防晒，也不耽误
施工进度。

“保证全部人员‘绿码’工作也是
推进项目建设的一大要点。”康凯旋
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册子。他介绍，中
交一航局江东高品质水厂项目部专
门选用了非疫区的施工人员，这些人
员落地核酸检测为阴性后方可进场，
同时安排专人收集相关人员的大数

据行程码、健康码及疫苗接种凭证
等，建立“一人一档”，确保不遗漏。

另外，项目部的公共区域每天进
行2次消毒、快递消毒，外来人员进场
需亮码、测体温并作登记。

“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保证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推动项目
建设快点再快点，努力让大家早日喝
上更高品质的饮用水。”康凯旋说。

江东高品质水厂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日提供双超滤膜处理的高
品质饮用水 10 万立方米，将有效
解决海口江东新区供水问题，大大
提升海口江东新区饮用水品质。
同时，项目还将建设管网总长度约

82.8 公里，建成后将与海口江东新
区在建主干路网配套给水管网连
通，构建完整的高品质饮用水供水
系统。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海口市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厂项目全力以赴加快施工

“让市民早日喝上更高品质饮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