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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在三亚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第五十九场新闻发布会
上，三亚市副市长罗东宣布了全市有
序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并提前
部署了南繁基地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在海口市墨桥村，海南省种子总站
站长刘春光冒雨来到田里，察看历届
获得“海南好米”金奖的19个水稻品
种生长情况……9月27日，中组部选
派来琼挂职干部农业种业组团的5名
成员在离琼前夕，依旧坚守在岗位上。

这是一支由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

司和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热科院、中科
院遗传发育所、中国种子集团“精兵强
将”组成的队伍。在来琼挂职的两年
时间里，他们聚焦国家战略，全力以赴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动国家南繁硅
谷、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国家热带
现代农业基地等部署取得明显成效。

“挂职岗位是新的舞台，派出单位
是我们的坚强后盾。组团就是要发挥
集团作战优势，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把各层级的资源、力量积聚起来，努力
干成一些个人干不成的大事难事”。
组团团长、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二
级巡视员，先后挂职任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三亚市副市长的罗东说。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前说过
的一句话，也是农业种业组团成员们时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组团每名成员
都立志做一粒高品质、有活力的“好种
子”，努力做大做好种子这篇文章。

深知肩负重要使命，罗东专心“扎
根”海南工作，带领组团成员承担了自
贸港种业领域的规划编制、法规起草、
制度创新等开创性工作，谋划争取国家
级园区平台落地，引进设立高层次种业
机构、企业和团队实体化运行，推动南
繁重大项目建成使用，打造南繁硅谷全
国种业创新高地阶段性成效已经显现。

来自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的
唐浩，挂职于省南繁管理局，他发挥专

业特长，推动发布南繁服务清单，建成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凝练南繁植
物检疫联巡联检模式，为解决南繁“又
难又烦”的问题作出了新贡献。

海南省种子总站牵头启动“海南好
米”评选活动，组团副团长、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商务法务部
部长刘春光从金奖品种品鉴评选、示范
推广、品牌建设、政策奖补、宣传推介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完善，发挥南
繁优势，培育优质水稻品种，在打造优
质“海南好米”品牌方面迈出新步伐。

来自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的王
凯挂职在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他迅速进入角色，加强基层调研，系统
开展研究，积极参与制定《海南自由贸
易港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办法》，努力

打造崖州湾科技城种业知识产权特区。
在定安县挂职副县长的盛占武一

直在思考两个问题——自己能做点什
么？离开时留下什么？他怀揣满腔热
情，结合定安特有的黑猪、仙沟牛肉、
定安鹅和冷泉阉鸡等特色资源，高质
量完成了畜禽种业产业园规划，策划
了一批重大项目，用实际行动回答了
自己的两个问题。

“我们很荣幸，为加快建设服务全
国的南繁硅谷、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贡
献了力量，发挥了作用。我们将把在海
南挂职期间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应
用到工作中，以挂职锻炼的实干实绩和
回到岗位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罗东说。

（本报三亚10月2日电）

海南挂职干部农业种业组团：

发挥所长，做一粒“好种子”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见习记
者刘晓惠）“游客秩序井然、环境干净
整洁、服务周到细致，我们出来游玩
感到身心舒畅。”10月2日上午，海口
市民许永杰携家带口来到海南热带
野生动植物园游玩，文明旅游的氛围
让他的旅程更加美好。

设置文明宣传岗、举办文明主题
活动、发布文明旅游提醒……国庆假
期，为提升游客的游玩舒适度，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旅游协会联合

各大景区通过加强监管、宣传引导，以
及提升服务、动员多方参与等方式，创
新文明引导，提升服务品质，全力营
造“景美、人美、心美”的旅游环境。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营销总
监李冬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营造
文明有礼、服务规范、温馨和谐的旅
游氛围，园区定期组织全体员工开展
旅游服务礼仪、倡导游客文明旅游等
培训工作，并将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等纳入企业标准化管理工作中，推行

文明旅游督导员制度，激励景区员工
以热忱、耐心的服务，向游客宣传文
明旅游理念。

“文明旅游，爱护环境”“雨天路
滑注意脚下安全”……在琼海市白石
岭景区，喇叭里播放着文明旅游宣传
语。该景区市场营销总监杨军玺介
绍，景区通过广播播报、实时监控对
话等方式，做好行前文明引导、出行
中及时提醒，有效减少了游客的不文
明行为。

文明水准的高低，决定了旅游的
品质。近年来，我省各景区开展文明
旅游工作、积极倡导文明旅游，已成为
常态化现象，各地文明旅游风貌显著
改善，游客文明出行成为最美风景线。

文昌市铜鼓岭景区运营总监宋
友友说，开展文明旅游工作后，不管
是节假日还是平时，景区内游客秩序
井然，文明旅游已经深入人心、蔚然
成风，基本没有了插队、乱扔果皮纸
屑垃圾等现象，整体环境更优美了，

游客对景区满意度保持在99%以上。
省旅游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省

旅文厅主办、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文明
旅游主题活动启动于2019年，4年
来，我省各地景区酒店相继开展系列
活动，提高从业人员文明素质、提升
游客文明素养，让文明旅游为风景增
色。下一步，该协会将持续深入推进
文明旅游工作，采取更多形式开展多
元化文明旅游宣传，让文明旅游成为
越来越多游客的自觉行为。

我省各大景区创新文明引导，提升服务品质，文明旅游氛围浓厚

文明成“风景”出游更舒心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晓惠）日前，省旅游协会

发布《海南省旅游行业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呼吁省旅游协会及涉旅专业协会全体会员
单位，增强行业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意识，促进
旅游事业健康发展。

据了解，省旅游协会是由我省旅游行业相关
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自愿结成的全省综合性
社会团体。截至目前，协会共有会员单位1000余
家，其中自有会员200家，涵盖大型综合性旅游集
团、大型涉旅企业、与旅游业关联度较高的省级行
业协会、涉旅专业协会和重要旅游市县旅游协会
等会员主体。

《公约》明确，各会员单位要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及行业标准、规范，自觉接受政府、旅游部门的
监督管理，依法合规经营，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和游客利益。各会员单位要共同抵制

“黑社”“黑导”“黑车”“私设景点”业务，抵制挂靠
经营、违规承包等非法经营行为，不散布虚假信
息，不误导游客消费，不损害游客利益。同时，要
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提高行业服务水准，推动信用
体系建设。自觉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服务项目
明码标价、质价相符，切实履行对游客承诺的责任
和义务。

《公约》呼吁，各会员单位要加强对从业人员
的教育培训，倡导爱岗敬业，文明礼貌，杜绝索要
小费回扣、强买强卖、诱买诱卖和价格欺诈。

省旅游协会发布
旅游行业自律公约
抵制“黑社”“黑导”“黑车”“私设景点”

中免集团海南区域各门店：

多样促销优惠多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十一”黄

金周，中免集团海南区域各门店做足
迎客准备，坚持防疫复工两手抓，推
出多倍积分、满减满赠、限时闪购、独
家套组、新增品牌等丰富活动及贴
心服务，持续助力免税经济复苏。

“十一”黄金周期间，cdf三亚
国际免税城推出涵盖多个品类的折
扣、多倍积分及满减活动，其中香化
类产品部分品牌2件8折、3件7.5
折；时尚精品类部分服装配饰低至
2折；腕表首饰类部分商品低至6
折，部分品牌单笔满额最高可赠
5888积分；酒水类部分商品7折。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也在
“十一”黄金周推出限时闪购、多倍积
分、满赠积分、满额抽奖等节日特惠
活动。其中精选腕表低至7折，进口
酒水低至6折，香化类低至5折，包
括爆款单品海蓝之谜精萃水、祖玛
珑香水等。在优惠折扣的基础上，还
可叠加海口市政府发放的消费券。

中免线上平台“cdf海南免税官
方商城”和“cdf会员购海南”也分别
推出消费满减、多倍积分、限时闪购、
超值折扣等多重礼遇回馈消费者，满
足消费者“行前、行中、行后”的不同
阶段购物需求。

◀上接A01版
在保障好安全的同时，千方百计让患者得到更好
救治。

一天，一位护理人员向辛晓艳求助，表示自己和
几位同事都无法完成对患者的静脉穿刺操作。原
来，那位患者年纪比较大且有糖尿病史，血管又脆
又细，加上天气冷血管收缩，护理人员还穿着防护
服，戴着护目镜和手套，开展静脉穿刺的难度很大。

但凭借着娴熟的手法，辛晓艳仅一次操作就
成功为患者完成了静脉穿刺。虽然解决了一时的
难题，但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自己又抽不开身怎
么办？辛晓艳觉得，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为此，辛晓艳带领团队认真研究，发现在静脉
穿刺过程中使用外周血管显像仪，可以清楚查看
患者的血管分布情况，从而大幅提高穿刺成功率，
减轻患者的痛苦。辛晓艳向上级上报这一情况
后，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一批外周血管显像仪被
送到了荆州市中医医院。

“在湖北的54个日日夜夜里，团队成员们始
终团结协作、相互鼓励，坚决和病毒斗争到底，最
终零感染平安凯旋，这让我非常自豪。”辛晓艳说。

今年3月，辛晓艳到医院医疗保健服务中心
担任副主任。“得益于丰富的工作经验，她迅速完
成了角色转换，在我们这个刚组建的部门中树立
很好的榜样。”谈起辛晓艳到新岗位后的表现，医
疗保健服务中心主任吴月平赞不绝口。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厚重的荣誉，也是
沉甸甸的责任。”辛晓艳表示，她将牢记职责使命，
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结合周围发生的新
变化讲好海南故事，通过大会传递好海南声音，介
绍海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

护理无小事 细节暖人心

◀上接A01版
计划于2022年12月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23年
2月完成外立面施工，2023年4月项目整体完工。

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CBD）的鸿
园服务式公寓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塔吊林立，工人
们干劲十足。该项目建设进度超前，项目部利用
假期加班加点，全力冲刺建设进度。“项目总体进
度已完成约30%，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鸿园服务式公寓项目总工卓越介绍，项目计划于
今年11月28日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23年8月
整体完工。

鸿园服务式公寓项目占地面积为7430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开发建设
租赁性住房，计划新建2栋单体服务专家和高品
质人才公寓楼。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提供284套人
才公寓，用于满足江东新区各类人才的住房需求。

“江东新区126个在建项目不停工，建设者用
坚守一线的方式度过‘黄金周’。”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项目推进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期间，江东
新区持续巩固“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工作成果，在
确保建设项目“零事故、零疫情、零停工”的基础
上，所有在建项目工地不停工、不停产，项目施工
人员、管理人员坚守工作岗位，加班加点抢工期、
赶进度，全面提速项目建设和有效投资，助力江东
新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

坚守一线保工期

全力以赴追进度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先进事迹展播

海口秀英区推出3条精品游线路

“诗和远方”在身边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

者陈创淼）国庆假期来临，海口市秀
英区进一步整合辖区短线游资源，
让市民游客不必远行，在家门口畅
享“诗和远方”。

登顶回望，开阔的视野令人心
旷神怡。海口火山口公园有着集野
营、山地越野与丛林探险于一体的
亲子活动，可在清新自然的山林间
呼吸，在群山环抱处野营。

欢度国庆心欢喜，同聚海野
“森”呼吸，国庆假期到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亲近自然，“打卡”可爱
动物，体验动物版刮刮乐赢大奖。
10月4日是世界动物日，该园将精
心呈现不一样的好玩“科普”。

游玩“网红”项目，欢度假期时
光。今年国庆假期，长影环球100奇
幻乐园推出58元游园观光票，市民
游客可根据喜好自由选择游玩项目。

日前，在海口市友谊·阳光城，观众
参观2022海南抗疫主题摄影作品公益
展。该展由省摄影家协会与海南日报
新媒体视觉中心特别策划，将持续到10
月7日。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免税 购物

短线 旅游
◀上接A01版

洋浦申能电气风电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由申
能集团和上海电气风电集团两家行业领军企业共
同投资建设，总投资10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风电
机组整机智能制造，一期项目年产能为200台整
机，可满足约25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王东彬告诉记者，除了厂房，办公楼、厂区道
路等也在抓紧施工，堆场几天后也开始施工，项目
整体进度达70％。

申能风电项目除了海上风电整机智能制造
外，该项目后续拟引进的其他核心部件产业，包括
液压系统、变压器、锻铸件、塔筒、焊接件、海缆、发
电机及控制系统等，将带动发展近百亿元产值的
下游产业。 （本报洋浦10月2日电）

10月2日，游客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黄庆优 图/文

10月2日，琼海嘉积镇，家长陪
同小朋友在文博书城温馨小书屋
看书。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缤纷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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