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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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说

瞰园区·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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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见习记者 刘晓惠

5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
于儋州市王五镇优泮村中美墨仙人
掌种植基地，品尝了一杯现摘鲜榨的
仙人掌汁，一口入喉，甘甜、清凉，仙
人掌的独特风味在舌尖散开，令人不
禁赞叹。

在中美墨仙人掌种植基地，你
会发现仙人掌有无尽可能——鲜
榨，可做果汁入口；清炒，可当主菜
上桌；此外还可做景观装饰、当盆
栽种植……正是看中仙人掌的多样
化用途价值，中美墨仙人掌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庄丽萍2019
年从墨西哥引进“可以吃的”仙人
掌品种。

“在国外，食用仙人掌的消费市
场很大，但在国内几乎还是一片空
白。”在国内几番调研后，庄丽萍把
基地落在儋州，向周边村民租赁了
1300多亩土地，投资打造仙人掌全

产业链。
拿到租金的村民还能进入她的

仙人掌基地工作，每个月有近3000
元的收入。“我们现在又拿租金、又
有工资，不用外出务工了，在家门口
就能解决工作问题。”优泮村村民曾
玉女说。

如今，中美墨仙人掌种植基地种
植仙人掌约1300亩，年产值达7000
万元，已成为国内热带亚热带区域规
模最大的仙人掌露天种植基地。其
中食用仙人掌种植面积400余亩，在
盛产期每年可产出食用仙人掌叶片
约2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

每天清晨，都会有装着数吨仙
人掌的货车从中美墨仙人掌种植基
地驶出，或北上过海出岛，或南下三
亚市场，为电商、菜市场、加工厂供
货。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亚等城
市，庄丽萍开办了近10家线下仙人
掌饮料店，仙人掌嫩叶汁、仙人掌菠
萝汁、仙人掌撞奶等饮品广受年轻

人喜爱。
庄丽萍介绍，目前种植基地还

联合海南大学、天津大学、石河子大
学等高校，组建了国内一流的产品
研发团队，着力研发更多的仙人掌
产品。“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仙人掌果
酒、仙人掌食品、仙人掌保健品等多
种产品研发，未来会陆续有更多仙
人掌优质产品问世。”

中美墨仙人掌种植基地不仅在
仙人掌的“吃喝”上做文章，还打算
发展建设为集生产、加工、贸易、共
享农庄及旅游观光一体化的现代农
业产业集团。

“等到仙人掌种植、产品加工的
第一、第二产业稳健发展后，将在第
二期5000亩基地内规划打造千亩
康养田园综合体，探索农业与教育、
文化、养生、乡村休闲功能的叠加创
新，带动田园周边旅游经济发展。”
庄丽萍说。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

儋州中美墨仙人掌种植基地探索生产、加工、贸易、共享农庄及旅游观光一体化发展——

“可以吃的”仙人掌连起一条产业链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记者 叶媛媛

5月26日，在位于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博鳌一龄生命品质
改善中心康复训练区，一台形似“跑步
机”的机器引起了海南日报记者的注
意。这台机器较普通的跑步机多了两
条“手臂”，拖着一个大气囊，患者使用
该机器时就如同宇航员在进行“太空
漫步”。

原来，这是一台从国外进口的反
重力跑台。该设备利用真空失重原
理，可帮助行走困难的人群在减少关

节负荷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完成康复
训练。

除了反重力跑台，博鳌一龄还引
进了不少国内未上市、国外已上市的
特许创新药械。一龄医院管理集团
董事长李玮介绍，2019年以来，依托
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乐城先行区的开
放政策，博鳌一龄与GE医疗、罗氏
诊断、诺华制药、华熙生物等国际知
名药械厂商合作，引进72款特许药
械，让国人无须远赴海外，在博鳌一
龄就能享受国际最前沿的药物及治
疗技术。

“得益于乐城先行区‘特许医疗、
特许研究、特许经营、特许国际医疗交
流’四个特许政策，特许创新药械引进
更加便利，这不仅提升了园区内医疗
机构服务技术、服务项目的吸引力，还
拉动医疗消费回流海南。”李玮说，仅
2021年，就有7555人次在博鳌一龄
使用特许药械。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乐城先行区
大力推行的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
博鳌一龄从波士顿科学公司引进的热
疗消融系统、一次性使用热疗消融导
管等特许药械，已经过乐城真实世界

研究平台顺利通过国家药监局审批，
在国内上市。

“在诸多‘高含金量’的政策加持
下，博鳌一龄正努力推动更多‘国际医
疗’走向‘国民医疗’，企业逐步迈向
高质量发展。”李玮说。

2018年，一龄还只有博鳌一龄生
命养护中心（一期项目）在运营，到
2021年年底，一龄生命品质改善中心
和博鳌超级中医院新院区相继落成并
投入运营，运营面积从3.7万平方米
扩增至17万平方米。李玮表示：“‘一
龄速度’正是‘乐城速度’的生动缩影，

未来一龄还将与乐城一同成长。”
李玮说，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

利的持续释放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
化，海南及乐城对国际、国内的企业、
消费者的吸引力都将越来越大。未
来，博鳌一龄会继续扎根海南，深耕
大健康产业，引进更多国际创新特许
药械，提升医疗服务技术、设备水平，
优化生命养护、生命品质改善模式，
吸引更多人才加入乐城，为海南吸引
医疗消费回流夯实健康基础平台，为
健康中国贡献“一龄经验”“一龄智
慧”。 （本报博鳌5月29日电）

一龄医院管理集团董事长李玮：

在乐城推动“国际医疗”走向“国民医疗”

我省加大职业培训补贴力度
获评高级技师补贴5000元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林志松）如何以
技能提升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
体高质量就业？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省就业局）获悉，该局将指导市县针对

“八类人员”持续实施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支持其
提升职业技能，其中对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
书者给予补贴5000元。

据介绍，根据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海南
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规
定，在职业培训补贴上，我省补贴标准为：培训后
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每人每课时15元给
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元/人；取得特种行业操
作证的，按1000元/人补贴；取得初级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五级证书）的，按1500
元/人补贴；取得中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四级证书）的，按1800元/人补贴；取得
高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三级证
书）的，按2200元/人补贴；取得技师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二级证书）的，按3500元/人
补贴；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一级证书）的，按5000元/人补贴。

在创业培训补贴上，我省补贴标准为：参加创
业培训（SYB培训）并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的，按1200元/人补贴。对已领取营业执照的创
业人员，参加“改善企业培训”（IYB培训）、“扩大
企业培训”（EYB培训）和网络创业培训并取得
《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按1000元/人补贴。参
加创业模拟实训（或创业实训）并取得《创业培训
合格证书》（或取得《创业实训合格证书》），按800
元/人补贴。

金发科技洋浦
高性能新材料项目投产
系洋浦首个建成投产的石化新材料项目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5
月 26 日，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的金发
科技洋浦高性能新材料项目投产，生产出合格
产品。这是洋浦首个建成投产的石化新材料
项目。

金发科技洋浦高性能新材料项目由金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海南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共设立10条生产线，每年可产高性能
新材料8万吨。该项目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加
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投资建设以进口原料为主的
改性材料生产基地，生产PE、ABS系列等高性
能新材料。

海南金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福乾表示，
公司将以本地石化资源为根基，立足海南自贸
港，向内辐射全国形成内循环，向外辐射东南
亚、北美等国际市场形成外循环，深入推进高端
新材料研发制造、新材料贸易、投融资、采购物
流四大领域建设，为海南新材料产业打造“样板
间”，助力海南自贸港和儋洋一体化建设跑出

“加速度”。

5月28日，俯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5月27日，在乐城先行区的瑞金海南医院（博鳌研究型医
院），一位患者接受在线会诊。

5月29日，在儋州中美墨仙人掌种植基地，农户在展示该基地种植的仙人
掌及开发的仙人掌饮品。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近年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陆续引进新药、新设备，不断加强医疗保障支撑。今年
一季度，乐城先行区医疗机构接待医疗旅游人数达近3万人次，同比增长60%。下一步，乐城先行
区将以吸引境外医疗消费回流为主线，进一步聚焦园区医疗机构专科发展，提高医疗质量，在国内
外打造乐城的健康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医疗服务，成为海南居民“大病不出岛”、中国人“大病不出
国”的重要平台。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乐城愿景：

岛民“大病不出岛”国人“大病不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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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要抢抓机遇，全面落实“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
框架，增强发展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要争
创一流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切实发
扬“店小二”精神，躬下身子为企业做好服务。党
员干部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精诚团结，互相补
台，下功夫做好融入海口经济圈这篇文章。省政
协要为屯昌发展鼓与呼，呼吁方方面面给予更多
更好的支持。

抢抓机遇
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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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出席“2022RCEP
区域发展媒体智库论坛”开幕式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 5月29日上午，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王斌在海口出席

“2022RCEP区域发展媒体智库论坛”开幕式并致
辞。 （鲍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