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文金顺）
近日，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大学今朝书
院、旅游学院2019级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黄
稳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条鲜活的
生命。

黄稳是一名学生党员，也是一名退
役军人。2018 年 1 月，他志愿加入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1月 15

日，经过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检索，黄稳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组
织配型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次配型相
合。黄稳留下的血样经过高分辨检测，
显示他与患者的 HLA 组织配型完全相
合。日前，在学校和老师的支持下，他已
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患者送上
了生的希望。

在海口市人民医院，黄稳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海南大学供图）

海大一退役复学学子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功挽救一名白血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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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东新区一项目工地，王自强（左二）和
施工方一起商量工作事宜。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陈斌在为客商讲解江东新区的招商政策。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陈铸）经
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海
南省“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针对我省欠发达地区、
革命老区和资源枯竭城市这三类特殊类型
地区，《规划》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发展对策。

我省特殊类型地区，是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体现突出的地区，同时又承担着特殊支撑
功能。统筹推进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对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维护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资源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不同特殊类型地区，《规划》分类施
策，分别提出了差异化发展路径。对欠发达
地区，以脱贫地区为主，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持续实施消费帮
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业和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提升就业帮扶力度，扶志扶智激发内
生动力；对革命老区，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功能定位，找准老区发展路径，依托属地自贸
港重点园区来发展特色产业，注重完善老区
的重大基础设施，支持老区在“三极一带一
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大力传承
弘扬红色文化；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加快
衰退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强矿山大宗固废的
资源化利用。推动昌江清洁能源产业园建
设，大力培育核电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旅游业等接续替代产业。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实施城市更新改造，打造宜居宜业城市。

《海南省“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出台

支持革命老区等
在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

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阻击战整体战主动战

本报博鳌4月21日电（记者袁宇）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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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城先行区内
的博鳌一龄生命品质改善中心，日前开通了
异地医保结算服务，助力康复医疗服务扩大
覆盖面。乐城先行区也正在加速构建普惠
型国际康复医疗服务体系，让高端康复医疗
项目走进寻常百姓家。

康复医疗是乐城先行区内医疗旅游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城先行区持续引进
如人工智能CT、CON-TREX关节等速评
估仪、反重力太空失重跑步机、便携式外骨
骼康复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不断提升康复医
疗服务能力与水平。

为了缓解康复病人的医疗压力，我国已
将运动疗法、偏瘫肢体综合训练、脑瘫肢体
综合训练等29项医疗康复项目，纳入了基
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

一龄医院管理集团董事长李玮说，开通
异地医保结算服务后，国际先进的康复技
术、器械就可以普惠更多外地患者，“患者最
高可以享受90%的医疗保险报销额度。”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乐城
先行区一直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提
升康复医疗技术和器械的可及性和普惠性，让
高端康复医疗项目走进寻常百姓家，“未来我
们将持续发力，加速构建普惠型国际康复医疗
服务体系，促进医疗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博鳌乐城开通异地医保
加速构建普惠型国际康复医疗服务体系

本报椰林4月21日电（记者王迎春）
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4月
21日，该县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常规核酸
检测时，发现了3例阳性感染者，均为一家
人，经专家诊断，普通型2例，轻型1例。

陵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进行调
查处置，采取了隔离管控相关风险人员、开
展核酸采样、消毒相关场所等措施。目前，

确诊病例均已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初步流调显示，该3例确诊病例为4月

5日推送该县的重点管控人员，4月6日至
20日，严格居家隔离。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请广大群众不恐慌、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极配合疫情防
控，做好个人防护，涉疫消息以官方发布
为准。

陵水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已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俯瞰建设中的海口江东新区俯瞰建设中的海口江东新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摄摄

说着吴侬软语的金融圈“新锐”，从没想过自己会变成招商领域的行家。陈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扎着辫子、打着发胶的文艺范儿设计师，现在成了皮肤黝黑、头戴安全帽的项目“保姆”。王自强变的可不只是形象。
曾经衣着精致的银行女白领，如今将高跟鞋换成了运动鞋，素面朝天，总往项目工地上扎，还乐在其中。程菲换了种更热血的活法。
3人来自不同地方，同样扎根于海口江东新区。在海南自贸港这片热土上，他们将个人奋斗书写成了一个个与“变”有关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李科洲 习霁鸿

来到江东新区管理局，你会发现，一个个年
轻的身影忙碌奔走着。他们说话声音不大，怕
吵到同样在谈项目的其他人；有时他们说话声
音又很大，谈到投入时，哪里还顾得上许多？

新金融、临空经济、消费精品、数字智慧、
“4+X”产业……与江东新区关联的这些关键
词，就像一个个陈斌、王自强、程菲一样，充满了
蓬勃向上的朝气。

陈斌还是很忙。协调会，一个连着一个
开，项目，一个接着一个谈……

他觉得，自己更像一名产业孵化者——从

企业落地前的政策引导，到制定产业扶持方案，
再到产业链结构的培育——他笑言，自己不是
在孵化企业，就是在去孵化企业的路上。

王自强的节奏还是很快。勤跑工地、勤学
习，他很快成长为项目的“五星保姆”，不但能
帮企业解决问题，甚至还能想在企业前头，提
早筹谋。

程菲还是很较真。她探索出了一套“项目+
财务”的工作模式。曾经报表上那些难住她的
项目名词和价格，如今她只需扫一眼就能发现
问题。同事们称她是工作方法的“拓荒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99亿元，同比增长
24.6%，这是江东新区2022年第一季度交出的
成绩单。这里面，有陈斌们的智慧和汗水。

从工作的改变，到身份的蜕变，再到生活节
奏的转变，“善变”的他们，在建设一线练就了各
自的硬本领。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
事。投身改革前沿与建设一线，面对发展中不
断变化的挑战，陈斌、王自强、程菲等人正以不
变的干劲，书写新的故事。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

晚春之际，日色渐长，第一缕晨曦来得愈发
早了。

4月13日，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4周年
纪念日。早晨，金色的阳光洒满绵延十余公里
的江东大道。

这条年轻的大道，将繁华的海口城区和曾
经荒芜的江东新区连接起来。

驱车沿着大道前进，一路上有挺拔的椰子
树、明艳的三角梅夹道相迎。但陈斌顾不上欣
赏沿途的风景，便匆匆去往海口江东新区管理
局，推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这天，滨海生态总
部聚集中心（CBD）项目进入关键时期，计划落
地的企业对海南自贸港政策实施细则还有疑
问，他得面对面一一解答。

日头升了起来，该巡项目了。王自强抄起
办公室的安全帽，就往海南银行总部大楼的项
目工地上奔。

这座由钢材搭建的大楼，建设速度日新月
异。绿色、低碳，不仅是该项目的建设原则，也契
合江东新区的发展理念。如今，项目建设正处于
关键节点，王自强得去看看工地的材料够不够用。

与此同时，程菲打开了案头的报表。表格

里，罗列着一条待建规划路的各项资金预算
明细。

钱怎么花？花得到不到点子上？程菲看着
表格陷入沉思。

陈斌是江东新区管理局招商引资二部副部
长。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华为集团海外
市场部和上海金融圈打拼过。

王自强曾是位结构设计师。他颇具个性的
设计，很受客户欢迎。现在，他是江东新区管理
局项目推进部的项目专员。

程菲是南开大学财务专业博士，在中国银
行海南省分行财务管理部工作过4年，现在是江
东新区管理局财务发展部副部长。

2018年6月3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口江东新区成立。自此，他们的人生轨
迹在这里重合——跳出了原来的舒适区，甚至
放弃了高薪工作，他们怀着对美好新海南的憧
憬，投身于这片发展中的热土。

“我愿意到这里来，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无限
可能，我要看看我在这里会变成什么样，我能把
这里变成什么样！”陈斌踌躇满志地说。

他们识变求变，他们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没有过渡期，上午刚放下行李，下午就接
到通知要上岗去服务企业。”时至今日，陈斌依
旧记得第一天到江东新区管理局报到的情景：
来不及喘一口气，就要立刻转变角色，从擅长的
金融领域切换到陌生的招商领域开展工作。

“隔行如隔山，这话不假。”陈斌坦然面对自
己最初的“门外汉”时光，“企业问我，满足什么
条件可以减税？由于对政策还不太熟，我一下
子没答上来，场面别提多尴尬了”。

新的工作，远没那么简单。“入驻园区，企业
顾虑多多，有啥保障？得啥优惠？发展前景怎
么样？”将心比心，陈斌知道，不“啃”透招商政

策，就没法给企业答疑解忧。摞起厚厚的政策
读本，他埋头就学。

“学”字始终贯穿在陈斌的应变路上。新出
了政策，最先学的是他；园区计划引入新的产业
链，最先介入的也是他。

渐渐地，陈斌总结出了招商工作的诀窍，
“招商就像找对象，绝对不是找上门硬拉人家
来，而是要靠自身的魅力去吸引”。

刚完工的海南能源交易大厦，是王自强负
责协调跟进的项目。项目技术负责人许曾峰记
得，开工初期，项目外围的规划路也在施工，“我
们运送建筑材料，就必须经过施工路段，这样一
来就会耽误对方施工”。

双方都不想影响自己的工程进度。两边需
求一旦处理不好，不但无法兼顾工程进度，还有
可能让矛盾升级。

接到为企业调解的任务后，王自强赶往现
场，很快就厘清了思路。

“大家别争了！”两家争得正激烈时，王自强
把两家代表叫在了一起。

项目办公室里，一缕茶香飘起，沁神醒脑。
端起滚烫的茶杯，吹一吹茶水，两家代表冷静了
下来。

王自强知道，只要还愿意坐在一块，就没有
谈不下去的事。

趁着喝茶的工夫，王自强当起了判官：“你
退一步，我让一步，错峰施工，不就又能减少矛
盾，还能推进进度吗？”

“可不是吗，大家就希望有这么个人出来说
理。”许曾峰说，道理大家都懂，但就差有个中间
人出来协调。

“有问题，向小王反映！”如今，项目施工方
对王自强很是信赖。

王自强也乐在其中。服务项目，随时可能
出现新的情况，为了快速处理，他的手机24小

时开机，白天协调问题、晚上梳理堵点……为了
节约时间，他甚至剪掉了潇洒的长发。长期在
工地，王自强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朋友们笑称他
这个文艺青年变成了“保姆”。

程菲到江东新区后，参与的第一个任务是为
海口文明东越江通道申请征地拆迁补偿资金。

文明东越江通道不仅是海南第一条过江城
市道路隧道，也是海南启动江东新区建设的一
个标志性项目。

这个项目涉及哪些资金？青苗赔偿标准是
多少？刚接手项目还不了解情况时，问号不断
冒出来，让“学霸”程菲也犯了难，但她很快迎难
而上。

“征地拆迁的补偿，既要保障项目建设，也
要为老百姓做长远考虑。”为了及时了解项目的
第一手信息，程菲多次到相关部门请教。

“哪怕是一棵青苗的补偿款，她都要详细落
实。有时候遇到了问题，到晚上12点她还会打
电话来请教。”程菲的较真让海口市美兰区土地
征收服务中心主任黄土桃印象深刻，“我们缺的
就是这样较真的人”。

坐在办公室里，不如脚上沾满泥。程菲发
现，必须得走到项目现场去，才能做出更接地气
的决策，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实实在在。

她也曾是个打扮精致的姑娘，可比起爱美，
她更爱工作。现在的程菲，留着方便打理的短
发，穿着方便走路的运动鞋，不施粉黛，甚至连
口红都不涂。

她省下来打扮自己的时间，都留给了工
作。办公桌上那摞厚厚的报表中，有她标记好
的问题，和问题解决后的一个个对勾。

于三人而言，他们在充满挑战的工作中一
次次改变自我、调整节奏，随着生机勃勃的江东
新区，一同向前奔跑。

这应变，也是成长。

求变

应变

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汇聚海口江东新区江东新区，，在自贸港建设在自贸港建设
一线迎来磨炼与成长

谋变江东

不变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易宗平）4
月21日，省委人才发展局汇总数据显示，全
省有644名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将参加
2022年海南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
员技能大赛。

本届大赛举办时间从4月底持续至8月
中旬，包括了初选、复赛、实训、网络投票和决
赛五个阶段。大赛评比内容包括海南干部应
具备的基础能力以及专业能力，检验选手对
高层次人才认定、人才落户、人才住房补贴、

子女教育补贴、医疗保障、外国人出入境、知
识产权申请等相关政策和实务的掌握情况。

据了解，我省自2020年起实行高层次
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目前已发布第五批共
计644人、覆盖32个服务事项的高层次人
才服务联络员名单。省委人才发展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举办大赛旨在不断提升高层次
人才服务联络员的综合素质，提升我省人才
服务保障水平，持续创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

我省将举办
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