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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小游客在 2021“果
树 下 的 约 定 ”采 摘 节 上 采 摘 桑
葚，边摘边吃，小嘴唇沾上了紫
色。

当天上午，由市农业农村局、
吉阳区政府及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主办的三亚市“农业+
旅 游 ”系 列 活 动——2021 年“ 果
树下的约定”采摘节启动仪式暨

第一场采摘活动在三亚大茅远
洋生态村举行。

市农业农村局将在多个美丽
乡村或种植基地举行鲜果采摘
活动，游客可采摘芒果、葡萄、甜
瓜、圣女果等时令果蔬，品味独
特的乡村情调，收获全新的乡村
游体验。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果树约定
“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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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
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印发

对国企经营人员
重大决策失误终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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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湾畔
正在崛起一座科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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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

3210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20 日 16:00 至 21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2 43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6 39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当地时
间 3月 20日，中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
第三批疫苗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
大。应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邀请，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
讲话。

习近平指出，“志合者，不以山海
为远。”浩瀚的太平洋阻挡不了中哥两
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建交41年来，中
哥关系得到历史性发展。中国已成为
哥方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中资企业

积极参与哥伦比亚各领域建设。双方
人文交流精彩纷呈，中哥友好深入人
心。

习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两国团结互助、共克时
艰，积极开展抗疫合作。不久前，哥方
采购的两批中国疫苗已经运抵，今天
又有一批疫苗送达，为哥伦比亚全国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助力加油。希望中
哥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加强抗
疫等各领域友好合作，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推动中哥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当天，正在外地考察的杜克总统
专门举行特别仪式，向全国播出习近
平主席讲话。杜克表示，感谢习近平
主席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对哥伦比
亚人民的深情厚谊和为哥方抗疫提
供重要支持。发展对华关系是哥伦
比亚各政治派别的广泛共识。哥方
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哥中关系持续深
化。

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讲话

本报讯（记 者 刘 佳）在 3 月
21日举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
发展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海南
自由贸易港政策下种业发展、种
业对外合作发展经验交流等话
题，探索利用自贸港政策优势助
推中国种业“走出去”“引进来”的
有效途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农业农
村 部 科 技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杨 雄
年，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
中心主任张陆彪，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主
任常皓，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刘忠松和三亚市副市长周

俊出席论坛。
刘忠松在致辞中指出，海南

省起草了现代种业发展行动方
案，全力推进国家南繁硅谷建设，
加快南繁科技城、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和国家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步伐，将积极
引进和培育一批“航空母舰型”种

业企业，做大做强农作物、畜禽、
水产种业。

周俊表示，三亚将进一步用好
海南自贸港各项优惠、便利政策，
以“一城一基地”为依托，搭建种质
资源惠益分享平台，高标准打造崖
州湾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先行示范
区，将三亚建成国际种质资源“中

转站”和中国种业“出海口”、种业
创新发展先行区，全力服务于国家
种业“卡脖子”技术攻关。

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对外经
济合作中心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
作中心签署《协同推进农业对外
合作与农业投资促进合作框架协
议》。

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发展论坛举行

探索利用政策优势助推中国种业走出去引进来

更多报道详见2版

聚焦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三亚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
受理今年第3批次房补申请

本报讯 (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三亚市政务
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 3 月 16 日，该中心人才
服务“一站式”平台完成 2021 年度第 3 批三亚
市人才住房租赁和购房补贴的受理工作，共受
理 63 家单位 175 人的住房补贴申请，住房补
贴预发放总额 195.20 万元，其中 1:1 财政拨付
111.475 万元，为三亚留住人才落实好政策保
障，让人才更安心地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悉，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本年度第 3
批住房补贴完成 5 家事业单位共 17 人住房补
贴申请受理，全额拨款27.75万元；58家企业单
位共 156 人申请住房补贴受理，2 人申请购房
补贴受理，全额拨款167.45万元，1:1财政拨付
83.725万元。2021年度第3批人才住房补贴人
员名单已于 3 月 16 日在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官网在线公示。

今年 3 月上旬，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
在职业技能及专业技术人才引进方面，受理
24 人职业资格证书鉴定材料，其中技能项目
类别有：中式烹调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无损检测员、劳动关系协调员、美发师、美容
师、心理咨询师、汽车维修工、汽车修理工、用
电高级技师(装表接电)、林木种苗工、品酒师、
房地产策划师、公共营养师、安装起重工、理
财规划师、眼镜验光员；受理 17人专业技术职
称证书，其中确认的有：工程类 2 人、经济类 1
人，认定的有：教育类12人、工程类 2人。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卫生健康环境营造卫生健康环境

本报讯（记 者 吴 合 庆 实 习
生 张 依 纯）3 月 21 日下午，三亚
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动员会
在市委党校召开，动员全市上下
迅速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克难攻
坚，全面做好复审的各项准备工
作。

市委副书记王利生、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文荣、副市长何世
刚、市政协副主席黄志强出席大
会。

据悉，2009 年 10 月，三亚成功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成为海南省首
个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是动态性荣誉，满 3 年复审一次，
复审通过即再次确认为国家卫生
城市。2013 年三亚顺利通过国家
第一次复审，2017年三亚通过第二
次复审，今年是第三次迎接复审。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严格对
照《三亚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工作责任分解表》，逐项抓落
实，力争全面达标，确保打赢“迎
复审”攻坚战。按照“以区为主、

部门推动、单位落实、上下联动、
全民参与”的原则，全面发动，狠
抓落实，确保“迎复审”工作横到
边、纵到底、全覆盖。要突出重
点，全力打好市容环境卫生攻坚
战，农贸市场整治攻坚战，背街小
巷、老旧社区整治攻坚战，“三小”

“四小”行业整治攻坚战，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整治攻坚战及病媒生
物防制攻坚战，让巩卫存在的暗点
增亮，带动整个复审工作提升。要
加强督导检查，发挥“片长+网格

长+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的“两长
一线”管理机制，每天有巡查，每周
有督导，每个月有回访。加大督导
问效工作力度，市委、市政府将对
巩卫工作表现突出的适时给予表
彰奖励；对于工作停滞、推诿卸责、
整改不力，严重影响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工作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会议强调，今年是三亚第三次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决胜年，更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一年，各
区各部门要主动作为，精准发力，

奖惩并举，瞄准得分点狠抓提升工
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整改存在问
题，以百米冲刺的决心推进巩卫工
作，切实提升巩卫工作成效，确保
如期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吉阳区和市卫健委、市住建
局、市综合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作表
态发言。

三亚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动员会召开

以百米冲刺之心推进巩卫工作 确保如期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三亚年内同步启动三项
涉旅文体行业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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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至保亭高速
路面摊铺提前一个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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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3 月 21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省级副林
长、市级林长周红波前往海南甘什
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开展巡林工
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守护和利用好森林资源，为高水平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作出三亚
贡献，为三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

打造新标杆提供强大绿色保障。
阳春三月，草木蔓发，海南甘

什 岭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内 绿 意 盎
然。周红波一行来到这里实地查
看，听取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介
绍，询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进展、护林员履职等情况，要求
进一步提高对自然保护区重要性
的认识，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把自然保护区建设好、管理

好、保护好。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是全

市首个森林公园，带动周边六盘村
及博后村同步整体发展。周红波现
场查看消防设备设施配备情况，了
解森林旅游发展和森林资源保护情
况，要求景区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
度，切实消除交通、森林防火等安
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周红波强调，森林资源是生态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的培育
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的建设。要层
层压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主体责
任，严守林业生态红线，强化生态
资源管理，严格林地用途管制，实
行最严格的森林资源保护制度。要
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探索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
促进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要提高森林防

灾减灾能力，推动防火力量向一线
下沉，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
置，特别是清明节即将到来，务必
要落实防火责任，盯住重点区域，
防住重要关口，守住安全底线，杜
绝火源火种进山入林，坚决防范遏
制森林火灾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
产和森林资源安全。

省林业局副局长高述超，市领
导尚林、何世刚参加巡林。

周红波赴甘什岭保护区等地开展巡林工作时强调

树牢“两山”理念 守好森林资源
为三亚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提供绿色保障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3 月 21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
市委副书记、市长包洪文，市委副
书记王利生等省、市领导来到海
南甘什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义务植
树基地，参加“携手同创森林城，

齐心共建自贸港”主题义务植树
活动。

植树现场一片忙碌劳动的景
象，周红波一行同在场的机关干
部、驻军部队及青年志愿者一道，
扶直树苗、培土围堰、提水浇灌。

经过紧张有序的劳作，3000 株花
梨、沉香、母生、油楠、海南胭脂等
树苗迎风挺立，展现出勃勃生机，
为甘什岭保护区增添绿色。

植树间隙，周红波与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交流，询问苗木生长周

期、管理维护等情况，叮嘱大家要
讲究科学种植，加强养护管理，确
保树苗种植一片、成活一片、绿化
一片。他指出，植树造林是最普
惠的民生工程，是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行动，

要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植树造
林，形成爱绿、植绿、护绿良好社
会风尚，齐心协力建设美丽宜居
三亚，构建绿色发展共建共享新
格局，让绿水青山造福人民群众，
永远是三亚一张靓丽的名片。

三亚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周红波包洪文王利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