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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五指山市开展督
察。督察进驻期间（2022年5月16日至5月30日），设立专
门值班电话：0898-38629223，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五指山
市A002号邮政专用信箱；邮编：572299。督察组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为每天8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根据省委、
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五指山市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五指山市督察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海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文昌市开展督察。
督察进驻期间（2022年5月16日至5月30日），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0898-36880001，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文昌市
A003号邮政专用信箱；邮编：571300。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根据省委、省
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文昌市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海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文昌市督察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海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定安县开展督察。
督察进驻期间（2022年5月16日至5月30日），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0898-63833575，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定安县
A003号邮政专用信箱；邮编：571200。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根据省委、省
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定安县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海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定安县督察公告

公 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

关规定，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符 鸣，男，汉族，1970年9月生，大学，法学

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八届省委委员，陵水黎族自
治县委书记（副厅级），拟任省直单位正职。

吴海峰，男，汉族，1977年4月生，研究生，经
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三亚市委常委、秘书长，
拟任县（市）党委书记。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政治表现、
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
报等方式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
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2年5月30日至6月6日，共5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

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5月27日

■ 见习记者 刘晓惠

5月 27日上午9时，海南省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5楼的露台上摊开
了一片阳光，肖晓蓉把实验水稻挪
到太阳底下，让它充分吸收光热。
肖晓蓉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与海南省农科院联合培养的

“90后”博士后，长期以来将水稻作
为重点研究对象。

肖晓蓉蹲在水稻前，用蘸取了
水稻白叶枯病菌悬浮液的剪刀，剪
下一段3厘米的水稻叶片，让一株
原本健康的水稻染上白叶枯病菌。

“大约15天到20天后，我们再
来观察它的发病情况，通过病斑的
扩散程度来判定该品种是否具有白
叶枯抗性，最终实现筛选抗病品种
的目标。”肖晓蓉向海南日报记者介
绍实验的原理。

再过一两个月，海南的台风季
就要来了，这让肖晓蓉十分担心农
民田里的水稻，“台风会给水稻带来
伤害，水稻有了伤口，白叶枯病菌就

会趁机而入，影响水稻生长，影响农
民收成。”

白叶枯病是水稻的常见病害，
肖晓蓉和团队去年开始进行实验，
希望能够培育出抗白叶枯病的水稻
新品种。“现在农民们应对水稻白叶
枯病，主要靠农药。但是水稻会产
生抗药性，病菌也在不断变异进化，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研发出抗病的新
品种。”

实验进行了大半年，肖晓蓉每
次都把实验的水稻叶片剪下，整整
齐齐地粘贴在好几本大本子上。她
小心翼翼翻开一页，向记者展示病
斑扩散的叶片，到目前她还没发现
无病斑扩散或扩散极小的水稻。“做
科研得一步步来。广袤田野呼唤更
多良种，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就能
培育出优质品种。”肖晓蓉说。

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位像肖晓蓉
一样的科研工作者在海南省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里开展科研工作，他们中
年轻的面孔占了大多数。他们有的
研究种业基础科学，有的培育优异品

种，有的钻研种子繁育技术……在这
个总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的开放性
科研平台，他们发展“中国种学”，升
级“中国种技”，支撑“中国种业”。

“去年我们实验室来了一批博士
后，我们的青年科研队伍正不断壮
大。”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合作
交流部负责人夏勉说，这些年轻人中
将会诞生不少青年科学家，他们将成
为攻克种业科研难题的主力军。

年轻人的到来带来了新气象。
目前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已引
入20个院士团队、76个项目团队，
1000余名学生及科研人员在此开
展研究，其中大多数是“80后”“90
后”。这里俨然成为青年高端人才
集聚地，正为我国种业高质量创新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
子。”袁隆平质朴的语言深深影响着
肖晓蓉，她告诉记者，打算留在海南
发展，把青春“种”在南繁大地，专注
种业研究，服务自贸港建设。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青年科研队伍不断壮大，越来多年轻人选择——

把青春“种”在南繁大地

企业说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张余雪

5月25日上午，走进位于海口复
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加速区一楼
的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子公司，随处可见充满朝气的年轻
面孔。办公室里，值得买科技集团高
级副总裁张凉正带着大家对“618”电
商大促方案进行优化，讨论的声音、
敲击键盘的声音、接打电话的声音混
在一起，忙碌而有条不紊。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值得买科技
集团通过向用户分享高性价比、高口

碑的商品和服务，帮助用户在商品世
界里做出高效、准确的消费决策。
2018年9月，为抢占海南自贸港发展
先机，该集团派张凉带着2名员工来
到海南开设子公司。

“在海南11个重点园区中，海口
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的发展定位
和我们企业非常契合。同时，复兴城
园区一区交通便利、景色宜人，周边的
餐饮、文化娱乐等配套服务十分完
善。位于西海岸的二区办公场地宽
阔，给我们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
多可能性。”张凉介绍。

落户3年多来，值得买海南子公
司也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快推进不断
发展壮大。公司团队规模从最初的3
名员工增加至300多人，通过新消费
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实现
品牌、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的共赢。

“特别是2020年 6月1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
来，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功能不断
增强，消费潜力加快释放，给我们电
商企业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张凉
说，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以来，免
税购物消费迅猛增长，值得买海南子

公司同中免集团开展多维度合作，向
用户发布免税购物“攻略”，积极推介
免税好物。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期间，该公司还参与举办了新消
费企业家领袖峰会系列活动，邀请消
费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
同探讨全球消费新趋势，促进境外消
费回流。

随着消费者诉求的不断变化，值得
买海南子公司也不断升级业务模式，从
最初的图文宣传延伸拓展至短视频、直
播等领域，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精准
性、个性化的传播推广效果。

“我们集团开发了一款APP，主
要是用风物链接故土情怀和城市生
活，帮助特色风物产品走入当代人的
视野和生活。我们计划利用这款
APP，发掘、提炼海南文化和旅游风物
名片，向全世界推介海南的热带水果、
咖啡等特产，更好地实现文化赋能、旅
游带动。”张凉说，未来，公司将紧密结
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目标，利用自身业
务优势，帮助更多海南好物“卖”向世
界，提升海南文化旅游形象，助力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值得买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张凉：

自贸港建设为电商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瞰园区·看变化

第九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开

我省信访系统2个集体、
10名个人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徐化鸿）近日，第
九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彰了
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我省2个集
体、10名个人获得表彰。

在这次大会上，海口市信访局、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信访服务中心获评“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
体”，三亚市海棠区信访局局长丁舰获评“全国信
访系统先进个人”，文昌市信访局副局长许妮媛等
9人分别获评“全国优秀信访工作者”“全国优秀
办信员”等荣誉。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信访系统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
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为民解难、为
党分忧的政治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创新，
不断夯实信访工作基层基础，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狠抓治理重复
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多措并举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信访事项办理质效逐步提升，信访
秩序持续好转，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涌现出
一大批政治过硬、作风过硬、事迹过硬的先进典型。

2021年全国特级导游考评结果揭晓

海南特级导游人才培养
实现“零”的突破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符英）2021年全国特级导游考评结果近日揭晓，
全国仅有16名导游荣膺此称号，其中由海南省
旅文厅推荐的高级导游敖燕军，成为我省旅游界
唯一上榜者，标志着我省特级导游人才培养实现

“零”的突破。
据了解，2021年全国特级导游考评的基本条

件包括：取得高级导游等级证满3年，学历为本科
及以上，带团天数不少于90天且无旅游服务质量
投诉；具备深厚的旅游知识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对
旅游领域某方面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2021年11月以来，我省组织专家评审组对
参评者进行初审，分为书面考评和现场考评两个
环节。经专家评审组反复认真审核和讨论研究，
我省推荐3名高级导游参加全国导考办在北京举
办的现场论文答辩和考评。最终，敖燕军获评全
国特级导游。

◀上接A01版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政协专门协商机
构建设，有效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要进
一步夯实基层协商根基，把民主协商议题作为工作
突破口，精心围绕岛礁渔民关心的热点重点难点问
题确定社区协商议题，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
引向深入。要充分发挥基层协商民主作用，使得基
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不断积累经
验，增强协商实效，打造三沙亮点。省政协委员要下
沉基层，融入村（居）务协商会，积极参与基层协商议
事活动，努力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中贡献力量。

在三沙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前往永兴环保中
心、永兴学校等地调研。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调研。

毛万春率调研组到三沙
调研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

研究部署优化营商环境
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
◀上接A01版
远近结合推进此项工作。要明确应用导向，在功
能增量上做文章，明确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
则，不共享为例外，依法依规推进数据共享。要
明确效果导向，推动“网上可办”向“网上好办”
转变。各级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主动挂帅、
靠前指挥，全力推动。

省领导沈丹阳、冯忠华、倪强，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参加上述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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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省全媒体采访调研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海口复兴城：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全年营收超千亿元

① 5月26日，航拍视角下的海口
复兴城。

② 5月26日，在海口复兴城，来自
加纳的创业者Kingsford和同事们进行
交流。

③ 5月26日，海口复兴城入驻企
业员工正在工作。

④ 5月26日，位于海口复兴城的
龙华区政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办事群众
办理相关业务。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
的进一步释放，海口加快培育互联网新
兴产业，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产业规模“爆发式”增长——2021年全年
营收超1000亿元、税收超50亿元，园区
互联网类企业营收占全省互联网产业营
收4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从年营收
10亿元，到跻身“千亿元俱乐部”，海口复
兴城仅用了5年时间。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