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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学宪法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谢芳）第五个“宪法宣传周”到来之际，12月5日，
“筑梦公益 普法先行”云直播活动邀请海南省“八
五”普法讲师团讲师、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熊勇先
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引导网民加强宪法
学习、弘扬宪法精神，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
全社会蔚然成风。

宣讲中，熊勇先对现行宪法的40年发展历程
进行梳理，介绍了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显著特征
等，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民权利的保
障书，也是中国公民的行为准则，要求公民在行使
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
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现行宪法文本中，“人民”二字出现频率高
达300多次，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宪法体
现。宪法不仅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民的各项
基本权利与自由、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等作出了明确，还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这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提
供了坚实的宪法保障。

本期直播活动由省司法厅、省普治办、团省委
共同主办。网友可登录国兴筑梦大道GDA微
博、海南共青团微信视频号或国兴筑梦大道GDA
微信视频号回看本期节目。

本期直播活动由省司法厅、省普治办、团省委
共同主办，共有40万人次收看，25.5万人次点赞。

关注2022年“宪法宣传周”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10多年前，王伟锋、米红旭等一
拨来自省外大学生态科研等相关专
业的年轻人，舍弃了大城市的繁华
与人气，陆续奔赴至偏远的鹦哥岭
从事生态科研工作，这片广袤又蕴
含生机的热带雨林也被注入了更多
的活力。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这
些大学生科研“尖兵”克服艰难与
孤寂，一遍遍地爬山涉水穿越雨
林，只为了更多、更规范地夯实鹦
哥岭物种基因宝库的“数据库”，也
唱响了鹦哥岭生态保护的青春之
歌。在这支年轻的生态科研团队
言传身教下，原本文化程度并不高
的村民护林员王阳、符惠全在常规
的巡山、护林、防火工作中，也开始
摸索着学会采集保存植物标本，学
着端起相机轻声聚焦雨林里的“明
星”物种，逐渐成长为熟谙各种动
植物特征的“土专家”，并积极参与
鹦哥岭多本科普读物的编撰工作，
还成为白沙、乐东、琼中等多所学
校雨林课堂的讲解员。

正是得益于这般“接地气”的
进村入户宣教，当地黎族苗族百
姓也“听得进、信得过”，从最初的
放下刀锯与猎枪，到主动参与各
项雨林生态保护工作，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篇章正在鹦哥岭
续写中。

雨林科普上心
生态保护入脑

鹦哥岭依托生态科研及本地护林员力量，夯实雨林基因宝库

守护雨林 让秘境更亲近

⬅在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
馆，工作人员为观众讲解。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12月 5日上午，在位于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的鹦哥
嘴山脚下，生态科研人员及护林员在
岩壁旁挑选了一处较为阴暗潮湿的
灌木丛，再将一只隆起背甲上长有3
条明显脊棱的锯缘闭壳龟放生。看
着这一原本“慢节奏”的国家二级野
生保护动物很快就钻进了灌木丛里，
大伙原本悬着的心难得放轻松。

就在5天前的深夜，这只原本喜好
藏匿在热带雨林的锯缘闭壳龟爬行经
过毛阳管理站附近一条公路时，把正好
驾车经过的村民王朝忠惊吓得来了个
急刹车，好在没伤及它。担心这般龟速
爬行在公路附近容易被车辆碾压，于是
王朝忠赶紧把这只锯缘闭壳龟抱回了
家，并第一时间致电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鹦哥岭分局毛阳管理站副站长王
阳咨询喂养及妥善放生事宜。

“与其他的乌龟不一样，这是陆
生龟，平时大多在热带雨林的灌木丛
生活，除了吃蚯蚓昆虫等食物外，但
也会进水寻觅小鱼虾等。”王阳介绍，
在喂养观察几天确认该龟无受伤及
异常情况后，于是将其移交给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分局放生。
据悉，平时，护林员在进村入户开展
森林防灭火宣教的同时，还经常通过
图册和视频的方式，对村民开展珍稀
动植物的科普教育，也让生活在大山
里的村民牢固树立了爱护热带雨林
一草一木、飞禽走兽的生态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
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鹦哥岭分局副局长唐惠海介
绍，该分局辖区总面积为 132.3 万
亩，其中，一般控制区面积为61.6万
亩，核心保护区面积为70.7万亩，截
至目前已记录有植物2323种，其中，
国家一级、二级保护植物32种，国家
一级、二级保护动物74种，另有大型
真菌232种，以及1276种昆虫，堪称
物种基因宝库。海南日报记者也注
意到，偌大的鹦哥岭分局辖区涉及白
沙、琼中、乐东、五指山等4个市县
11个乡镇，涉及村庄168个，黎族苗
族群众5万余名，各项工作可谓千头
万绪，又容不得半点懈怠。

唐惠海介绍，近年来，在不断强
化自身生态科研力量的同时，还吸纳
了大批熟悉山情、林情、村情的附近
村民加入巡山护林工作中。经统计，
在现有的510名护林员中，其中有

453名本地村民，也不乏多个村庄的
村“两委”干部，他们在鹦哥岭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及森林
防火等各项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尤值得一提的是，在王伟锋、米红
旭、王阳、符惠全等一批批长期“扎根”
在鹦哥岭的大学生及本地护林员的

“探险”与积累中，相继编纂了《海南鹦
哥岭兰科植物图鉴》《海南鹦哥岭两栖
及爬行动物图鉴》《海南鹦哥岭大型真
菌图鉴》等具有本土特色的科普教材，
并依托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这一平
台，常态化开展进学校、进村庄等各类
科普教育，也让更多未能亲身走进热
带雨林探秘的群众更好地读懂雨林物
种基因宝库的奥秘，也让大家更自觉
地融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
大局工作中，成为生态保护的志愿者
与受益者。（本报鹦哥岭12月5日电）

最高检跨省监狱交叉巡回
检察组进驻美兰监狱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袁宇）近日，最高
检组成以青海、北京两地检察机关为主体，第五检
察厅及部分省份参加的第六巡回检察组，正式进
驻海南省美兰监狱开展跨省交叉巡回检察工作。

巡回检察组以海南、青海两地视频连线的方
式召开了动员部署会，第六巡回检察组组长、青海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查庆九因疫情防控原
因在青海分会场远程出席会议并讲话。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批次跨省监狱交叉
巡回检察组的成员构成，是最高检统筹考虑当前
疫情防控要求和巡回检察工作进行的调整部署，
目的是实现每个省份都能直接参与跨省交叉巡回
检察，实地感受巡回检察的“最高标准”，推动本地
监狱巡回检察工作提质增效。

巡回检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开展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的意义；突出
工作重点，严格依法开展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加强
统筹协调，确保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扎实推进，
以积极有为的状态、求真务实的作风，圆满完成此
次交叉巡回检察任务。

据悉，巡回检察组将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扎实开展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维护刑罚执
行公平正义”为主题，开展党建和业务双融合活动；
将强化刑罚变更执行监督，选取较为典型的减刑监
督案件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依法纠正“该减不减”
情形，维护罪犯合法权益，更好实现刑罚目的。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屯昌县全面完成2023年度
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本报屯城12月5日电（记者刘宁玥 通讯员
林小丹）截至12月5日，屯昌全县已经全面完成
2023年度《人民日报》《海南日报》等党报党刊的
征订发行任务。

据悉，自11月26日，屯昌县召开全县党报党
刊征订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明确
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扎实推进，认真落实订阅范围，切实保障征
订经费，完善征订发行服务，全面提升征订工作水
平，确保各项征订任务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全县所有政府机关单位、乡镇、学
校、医院、农垦系统共141个单位不折不扣全面足
额完成了重点党报党刊的订阅任务，其中，不少党
组织还积极拓宽征订渠道，向结对扶贫村、社区和
离退休老干部赠送党报党刊；同时依托119个村
邮站，将党报党刊及时递送到649个农村基层，让
农民也能及时了解党的政策、方针。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年底，一场来自儋洋经济圈的别
开生面的招聘活动，热度不减，吸引国
内外专业人才的目光，开启一场人才
流动的“双向奔赴”——

12月5日17时，儋州洋浦一体化
发展以来首次政府雇员招聘报名结果
新鲜出炉：29个招聘名额吸引超过
200名人才竞争，中外知名高校研究
生“扎堆”报考，最热门的报考岗位竞
争比例高达1：45。

当政府雇员，为啥受到人才青
睐？这背后是儋州洋浦紧扣海南自贸
港发展需求，突出制度集成创新，探索
升级打造政府雇员制度2.0版，全力
构建人才集聚发展“强磁场”，着力激
活人才发展的“一池春水”。

所谓2.0版本，指的是儋州市在
洋浦经济开发区多年实施的政府雇
员制度基础上，结合儋洋一体化发展
要求，打造的升级版的政府雇员管理
体系。今年5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了
《关于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洋浦进行法
定机构改革和政府雇员制度改革，对
非体制内人员实施市场化激励机制，
引导优秀人才到改革发展一线建功
立业”。

儋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贤明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若干意见》发布后，
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
抽调精干人员力量，采取集中封闭的
工作模式，耗时近两个月，对原洋浦雇
员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并多次广泛
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今年7月，正

式出台《儋州市政府雇员管理办法（暂
行）》及7个配套细则，形成了全新的

“1+7”雇员制度体系。
该2.0版本新在哪？记者通过多

方采访了解到，升级后的儋州政府雇
员制度，在制度设计上集成创新，对原
洋浦高级、中级、初级3个雇员管理办
法的基础上整体融合，优化管理流程，
实施范围从洋浦首次扩展到儋州洋浦
全域。

11月21日，儋州市启动政府雇
员2.0版本实施后的首场公开招聘启
动，共涉及儋州洋浦16家机关事业单
位，24个岗位，29人，覆盖金融、公共
卫生、旅游管理、化学、航空交通运输
等多个学科领域，相较以往，此次政府
雇员招聘单位主体更加多元、岗位也
更加多样。

据悉，儋州市委人才发展局负责
统一管理政府雇员，提出5条培养路
径和高成长性的培养体系，形成了初、
中、高级雇员乃至聘任制公务员的专
业人才成长途径，打通机关事业单位
和政府雇员的“通道”，注重以市场化
方式评价政府雇员的工作能力和水
平，让政府雇员工作更有“奔头”。据
了解，中级、初级政府雇员月平均工资
较同级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高出近
2000元。高级雇员属于专业高端人
才，实行年薪制，年薪从25万元至45
万元不等。

“政府雇员制度升级成2.0版本，
儋州洋浦专业人才引进使用管理迈出
一大步。”王贤明介绍，截至目前，儋州
洋浦引进的政府雇员共218人，其中
初级雇员137人，中级雇员73人，高

级雇员8人，全部放在海南自贸港建
设一线，提供了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分布于招商、规划、港航、石化新材料
等经济发展一线，确保专业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为打造海南高质
量第三极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待遇留人，事业留心。”洋浦经济
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高级雇员侯少开感
慨地说，在儋州洋浦拥有“向往的生
活”，他全力投身到海南自贸港建设一
线，发挥金融专业优势，精准开展产业
投资招商，推动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水
平发展壮大。今年前三季度，儋州洋
浦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结算额完成
101.8亿美元，同比增长104%，离岸
贸易总体规模占全省约75%，成为全
省离岸贸易发展“压舱石”。

（本报那大12月5日电）

儋州洋浦全力打造政府雇员制度2.0版，已引进218名政府雇员

筑好人才“蓄水池”激活发展内驱力

我省多地开展
反诈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良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以下简称反诈法）于12月1日起正
式实施。按照省联席办部署，海南多地纷纷开展
反诈法普法宣传活动，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宣
传热潮。

乐东全县11个乡镇同步开展反诈法集中宣
传活动，努力营造“多一人知道，少一人被骗”的全
民反诈氛围。

临高组织县公安局、人民银行临高县支行、临
高县农商银行等七家银行开展线下普法宣传活
动，通过反诈民警以案释法，解读虚假网络贷款、
虚假投资理财等诈骗的典型案例，讲解出租、出售
账户的社会危害性，着重强调防范要点。

三亚市通过线下举办大型集中宣传日、线上
参与有奖问答等形式开展反诈法宣传活动。该市
在临春岭森林公园特别设置了“登山健身+反诈
宣教”环节，吸引广大群众踊跃参与。

据悉，海口、儋州、琼海、陵水、文昌、万宁等市县
也结合本地实际，通过线上线下形式举办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 12月 5日讯（记者李
磊）12月5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更新建设
等工作内容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会议邀请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其仔以“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

建设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题
视频连线授课。冯飞指出，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着
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等内容，抢抓自贸港政策红利

“窗口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现
代产业。要准确把握全球产业链和
产业布局的发展规律、趋势和动向，
以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思路洞察产

业发展趋势。要以加快发展现代产
业集群为主要抓手，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实施更加开放
包容、互惠共享的产业合作，在提
升产业控制力上体现海南作为。
要坚持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产业
生态“两链一生态”，提升产业根植
性，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要
以提高产业链韧性、安全性和竞争

力为导向，聚焦高端领域，做好招商
引资工作。

会议还邀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总经济师杨保军以“海南自贸港建
设背景下的城市更新改造”为主题，
开展视频连线授课。冯飞指出，要
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
决策部署，在城市更新建设中尽可
能留下历史的记忆，留住人民的乡

愁，打造宜居城市。要准确把握新
时代新要求，转变开发模式，学习借
鉴国内外成功案例，从注重规模和
速度转变为更加重视质量和结构。
要做到规划先行，创新商业模式，坚
持以人为本，构建新型邻里关系，走
出一条城市更新建设的创新之路。

省领导王斌、刘平治、闫希军、倪
强，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城市更新建设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李磊）
12月5日，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
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我省蓝碳工作。

会议听取了我省蓝碳工作进展情况
的汇报，相关部门围绕海上风电建设带

动特色产业发展、海洋碳汇调查、现代化
海洋牧场建设等内容开展讨论交流。

冯飞充分肯定了我省前期蓝碳工
作。他指出，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发展
蓝碳事业对于我国和海南都具有重要意

义。要结合海南实际，从宏观、中观、微
观三个层面统筹开展系统集成创新，争
当“双碳”工作优等生。要充分发挥市场
化机制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积极作
用，建立完善市场机制、监管机制，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推动
战略性基础研究，力争在国际蓝碳标准
制定方面占据领先优势，为我国争取国
际蓝碳市场主导权话语权提供有力支
撑。要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推进绿

色低碳技术创新。要充分用好自贸港政
策，打造示范项目，加强国际合作，在“双
碳”合作领域做好国际化文章。

副省长刘平治，省政府秘书长符
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指出

统筹开展系统集成创新 争当“双碳”工作优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