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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 2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4月28日，中国共
产党海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先后
召开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沈晓明同
志主持会议。

省第八次党代会主席团第三次会
议，通过了大会关于省委报告的决议（草
案）、关于省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讨论。会议听取
了代表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酝酿
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省纪委委员候选

人预备人选名单以及我省出席党的二十
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情况的汇
报。会议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决定提交全体代表会议表决。会议通过
了省委委员、省纪委委员和我省出席党
的二十大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会议通
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
名单；报告了总计票人和计票人名单。

省第八次党代会主席团第四次会
议，听取了省委委员、省纪委委员和我省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预选情况的汇报；

通过了省委委员、省纪委委员和我省出
席党的二十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通
过了省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会
议听取了代表讨论大会关于省委报告的
决议（草案）、关于省纪委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情况的汇报，通过了这两个决
议（草案），决定提交全体代表会议表决。

省第八次党代会主席团第五次会
议，听取了省委候补委员预选情况的
汇报；通过了省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
人名单。

省第八次党代会主席团
举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

沈晓明主持

本报海口4月 2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4月28日，中国共
产党海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
全体代表会议。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于迅、李军、肖莺
子、苻彩香、胡光辉、刘平治、冯忠华、闫

希军、王斌、倪强、张毅、李国梁、巴特尔、
陈希、苗延红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
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李军主
持会议。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405人，实到代
表393人，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南
省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

大会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

大会宣读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
单。

省第八次党代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李军主持

本报海口4月 2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4月 28日，沈晓
明、冯飞看望慰问参加省第八次党代会
报道的媒体工作者。

沈晓明一行先后前往位于省委党
校和海南广场的媒体工作区、全媒体
中心、演播室等地，与新闻工作者亲切
交流，详细了解省第八次党代会报道

情况，对新闻媒体宣传大会情况给予
肯定。

沈晓明说，省第八次党代会是全
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需要
媒体大力宣传报道，让党代会的声音
传播得更深更实更广。希望广大媒体
发挥所长，宣传好党中央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海南的亲切关怀，报道好过去

五年全省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解读好大会描绘出的未来五年
发展蓝图，让全省人民以省第八次党
代会为新起点，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为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
献力量。

李军、肖莺子、孙大海参加看望。

沈晓明看望报道省第八次党代会媒体工作者
冯飞李军参加

■ 本报评论员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
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
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为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海南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
望。今年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海南要坚持生态
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
之重。指示一脉相承，关怀一以贯之，深
刻反映出生态文明建设在海南发展全局
中的极端重要性。

生态建设非一日之功，每一分绿色

都来之不易。近年来，海南牢记嘱托，始
终胸怀“国之大者”，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扛起生态文明建设
的海南担当，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自由
贸易港建设全过程，以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建设、清洁能源岛和清洁能源汽车推
广、“禁塑”、装配式建筑应用和推广、

“六水共治”等标志性工程为抓手，加快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最大限
度保护生态资源并发挥其最佳效益，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
环境。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不负
重托，不辱使命，坚持生态立省，矢志不
渝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当好

“探路先锋”，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
海南经验。

要胸怀“国之大者”，保护和利用好热

带雨林资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
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要充分认
识其对国家的战略意义，努力结出累累硕
果。”要严格保护并合理开发利用好热带
雨林资源，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
改善相统一。要加快编制并实施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加快破解国家
公园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资金保障等
方面的难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
海南长臂猿等珍稀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
护，确保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要加快编制特许经营规划，因地制宜发
展生态旅游、森林旅游。要建立完善智
慧雨林管理平台，为生态保护提供科技
支撑。要发挥国家公园研究院的作用，
做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核算和应用。 下转A03版▶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海南经验”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

讲话精神④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青山环绕，白云悠悠，三亚市崖州区
坡田洋内阡陌纵横。

半个月前，这片土地上的水稻、玉
米、大豆等完成采收，部分田地间枯黄的
玉米秸秆和郁郁葱葱的田菁，悄悄孕育
着下一次的茁壮成长。

这片土地还有个名字，叫做南繁。
这里不仅培育出了大众熟知的杂交水
稻，还有高产玉米、大豆、抗虫害棉花
……我国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中，有七
成以上经过南繁的培育，从这片土地上
收获的“种子”，带着新的使命在全国各
地生根、发芽、成长、收获，被赋予新的生
命内涵。

繁育
这里育出“中国种”

讲南繁的故事，绕不开“野败”。袁

隆平院士团队20世纪70年代在三亚发
现的这株野生水稻，打开了中国杂交水
稻研究的突破口。

“野败”让袁隆平的“稻田梦”照进现
实，而南繁种下的“梦想”，远不止一株

“野败”。
今年春节期间，位于三亚的河南省

鹤壁市农科院南繁基地里，一位头发花
白的“老农”，常常钻进地里一待就是大
半天。他叫程相文，是我国著名玉米育
种专家，86岁高龄的他已在海南度过了
58个春天。

包括程相文在内的育种专家们认
为，素有“天然大温室”之称的海南，尤其
是三亚一带良好的光热条件，是天然的

“加速器”，能加速缩短育种年限。半个
多世纪来，程相文在南繁陪伴一茬又一
茬玉米长大，同团队一起先后选育出39
个玉米新品种，其中“浚单”“永优”等品
种，已在全国累计推广种植5亿多亩。

据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最新统计，每

年有来自全国29个省份、超过800家
“育、繁、推”相关种业企事业单位、超
8000名科技人员在海南从事南繁育制
种工作，每年有超过300万份的育种材
料及品种进入南繁区。

科技人员在这片热土上种下希望，
收获累累硕果。

繁博
这里不仅能种“中国粮”

同在崖州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棉
花研究所海南科研中心国家种质三亚
野生棉圃（以下简称三亚野生棉圃），形
态各异的棉花在这里自由生长……中
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品种资源研
究室主任杜雄明说，全世界棉属一共有
52个棉种，三亚野生棉圃里就保存着
43个野生棉，是我国棉花科研人员最
便捷的材料库。

下转A03版▶

水稻、玉米、棉花、大豆、水果……我国已育成农作物品种中
七成以上经南繁培育

“南繁硅谷”做强农业“中国芯”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2022年延续
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将小型微
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六税两费”适
用范围，按规定在50%税额幅度内减
征；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减免3个月租金……为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近日，省发改
委等21个部门出台《海南省进一步促进
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通过46条举措
帮助我省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

关，恢复发展。
《办法》涵盖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

措施，尤其对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公
路水路铁路运输业、民航业出台具体纾
困政策。

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方面，
2022年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
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分别加计10%和
15%，抵减应纳税额；2022年将小型微
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六税两费”

（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适用范围，按规定在
50%税额幅度内减征；2022年对缴纳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纳
税人，按规定给予减免。符合条件的服
务业市场主体也可以享受。

《办法》要求，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在今年4月30日到
期后， 下转A03版▶

海南出台46条举措促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4月28日，参加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的几位基层代表围绕党代会报告中关于建强
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不断提升中部地区教育水平等话题开展认真讨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议报告 谋发展

基层党代表眼中的“1348”战略框架
（A02版）

本报海口4月 28日讯（记者计思
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李光国 林
升栋）4月26日上午，全省首个网约车
平台党支部及“党群服务中心”在海口曹
操出行运营中心揭牌。该党支部的成立
是海口做好新业态和新就业群体党建工
作的积极尝试，将进一步增强党在新就
业群体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引领新兴业
态健康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有关部门获
悉，目前，海口已成立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党组织20多个，有效填补了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党建空白点，带动两新组织党建
工作全域推进、整体提升。

“目前海口区域有网约车司机6000
多名，党员司机将主动亮身份、亮职责、

亮承诺，保障市民群众的平安出行，让党
旗飘扬在服务第一线。”海口曹操出行城
市经理简永春介绍，该党支部将把党建
和业务相结合，助力网约车新业态健康
发展。此外，党群服务中心还将设立爱
心驿站，为海口区域网约车司机提供便
利服务。

近年来，快递物流、外卖送餐、网络
货运和网约车等新业态经济迅猛发展，
催生了一大批“网上注册、平台派单、线
下干活”的新就业群体，他们成为服务市
民生活、助力城市发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海口坚持党建引领，织密服务阵地
体系，帮助新就业群体排忧解难，引导他
们融入基层治理格局。

此前不久，全省首个外卖骑手联盟党

支部及新就业群体服务平台——“椰蜂驿
站”在海口市琼山区揭牌成立。驿站除
了引导党员骑手“转关系、亮身份、作表
率”，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外，也为
大家提供休息场所、免费茶水、手机充
电、图书阅览、应急药品等暖心服务。

海口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该市积极推进快递物流业、互联
网企业等新业态以及快递员、外卖送餐
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微商电商等
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对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开展全面摸排，紧盯楼宇、商圈、园
区等重要区域，抓住头部企业、分支机
构、基层网点以及合作企业等线下组织，
采取单独建、联合建等方式，实现党组织
应建尽建。

海口成立超20个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组织

近日，在位于三亚的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在查看圣女果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