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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招Sy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月 21日，

海南省考试局发布 2022 年海南省普
通高校招生录取本科批平行志愿院校

专业组投档分数线，其中，北京大学最

低投档分数线 838 分；清华大学最低

投档分数线834分。

海南省考试局公布的该批投档分

数线显示，北京大学计划投档 14 个，

实际投档 14 个，分别是：北京大学

（14）专业组，投档 6 人，投档分数线

847 分；北京大学（15）专业组，投档 5

个，投档分数线870分；北京大学（16）
专业组，投档3人，投档分数线838分。

清华大学共计划投档 10 人，实际

投档 10 人，分别是：清华大学（14）专

业组，投档1人，投档分数线867分；清

华大学（15）专业组，投档7人，投档分

数线842分；清华大学（17）专业组，投
档2人，投档分数线834分。

投档分数线超过 800 分的院校专
业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03）803分、
中国人民大学（05）805 分；复旦大学
（08）814 分、复旦大学（09）817 分；上
海交通大学（11）809 分、上海交通大
学（12）820 分；复旦大学医学院（04）
816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03）822
分；浙江大学（07）802 分、浙江大学
（08）806分；北京大学医学部（01）874
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04）805分。

高分学生比较青睐的学校有：中
国人民大学（04）797 分；北京航空航
天 大 学（05）760 分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05）757 分；北京师范大学（02）764
分；北京外国语大学（04）770分；同济
大学（07）760 分；南京大学（06）790
分、南京大学（07）793 分、南京大学
（08）795 分；武汉大学（11）776 分、武

汉 大 学（13）780 分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06）775 分；中山大学（05）753 分、中
山大学（08）768 分；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01）754分；四川大学（81）764
分；西安交通大学（10）752分等。

本省高校中，海南大学 15 个专业
组中，海南大学（40）专业组投档分数
线最高，为654分；海南大学（82）投档
分数线最低，为 532 分。海南师范大
学 11个专业组中，海南师范大学（33）
专业组投档分数线最高，为 617分；海
南师范大学（81）专业组投档分数线最
低，为529分。海南医学院6个专业组
中，海南医学院（13）专业组投档线最
高，为576分；海南医学院（09）专业组
投档线最低，为540分。

各院校专业组具体投档分数线详
见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http://ea.
hainan.gov.cn/ywdt/ptgkyjszsb/
202207/t20220721_3233991.html）。

2022年海南高招本科普通批投档分数线公布
北大838分 清华834分

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 21日电 7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
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年代表希望，青
年创造明天。中国始终把青年看作
推动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鼓励青年
在参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中展现青春活力。希望世界青
年发展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
发展、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
台，为世界人民团结发出青年之声，
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春之力。

习近平强调，各国青年要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
发展倡议，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谱写世界青年
团结合作的时代新篇章。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当日在北京开
幕，主题为“促进青年发展、塑造共同
未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本报海口 7月 21 电 7 月 21 日，
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冯飞、毛万春、徐
启方等省领导参加。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
部副主任张贺福就《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的编辑思路、重点内容等作
了解读。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部分成
员作交流发言。

沈晓明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的
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
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美好世界作出的最新贡献，全面
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
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是系统
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权威著作。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知原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

沈晓明强调，要结合海南实际，融
会贯通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的贯彻落实。要牢记“国之大者”，
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找准定位，抓实

抓好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保护好生态
环境、守好祖国“南大门”、强化“陆海
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工作。要坚
持改革创新，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
出位置，完善容错纠错和激励约束机
制，聚力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改革
与开放相互协同、相互促进。要坚持
斗争精神，敢于同大是大非问题作斗
争，敢于同本领不足作斗争，敢于同不
正确的政绩观作斗争。要坚持人民至
上，把握民生工作规律，用心用情用力
抓好老百姓最关切的工作，走好城乡
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之路。要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
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提高干部能力素
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建设
清廉自贸港。 （沈 伟）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
贯彻落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冯飞毛万春徐启方参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记 者 王 昊 林 林 张 慧

膑）科技感十足的水下无人机、价值
高达 211.2 万元的珍珠饰品……7 月
21 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由该局
推荐的水下机器人、南洋海水珍珠饰
品、中医养生茶、高端热带水果等 8
种产品将代表三亚消费精品，亮相第
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
简称“消博会”）海南馆，通过消博会
平台实现“以展促销”。

根据省商务厅关于“名、特、优、
新”消费精品的推荐要求，今年 2 月
底，市商务局牵头组织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消博会海南馆消费精品的推荐
和 遴 选 工 作 ，共 收 集 相 关 产 品 22
种。最终推荐的水下无人机、8K 金
海水珍珠链牌和耳钉（两件套）、南

洋海水珍珠饰品、四季养生时令茶系
列、中药香囊系列、燕窝果、树上熟
贵妃芒果、“南鹿一号”莲雾等 8种产
品将亮相消博会海南馆。

以打造自由贸易港科创高地为
任务目标的三亚，此次展出了科技
感十足的水下无人机。该产品属于
消费级、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广泛
应用于水下拍摄及直播、水下科考
探索、渔业及水产养殖、船体检测、
环保检测、应急救援、智慧警务等领
域。

市场价值高达 211.2 万元的 8K
金南洋海水珍珠链牌和耳钉（两件
套），设计含义代表了真爱永恒、忠
贞不渝，充分展示三亚珍珠艺术品的
高端品质。

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推荐
的四季养生时令茶系列、中药香囊系
列，曾分别获得 2020 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金奖、银奖，代表三亚近年
来在大健康产业方面的发展成果。

燕窝果、树上熟贵妃芒果、“南鹿
一号”莲雾携手亮相消博会，代表三
亚高端热带水果的“特色”产品。作
为三亚市重点打造的特色产品——
燕窝果原产于中美洲的哥伦比亚和
厄瓜多尔，是目前经济附加值最高的
水果系列之一，号称“水果界的劳斯
莱斯”。树上熟贵妃芒果和“南鹿一
号”莲雾，是目前三亚高端热带水果
在国内市场的“名片”。借助消博会
平台，三亚热带水果将再次拓展国内
国际市场。

三亚8种消费精品将亮相消博会海南馆

本报讯（记者 黄珍）三亚低碳智
慧能源综合利用海棠湾示范区项目
投产 10个月以来，经实际测算，海棠
湾区域已使用集中供冷项目的酒店
每年可降低“碳足迹”2690吨，相当于
为地球种植53.8万棵树。

三亚低碳智慧能源综合利用海
棠湾示范区项目于 2021 年 9 月正式
投产，面向海棠湾区域内公共建筑提
供集中供冷服务，替代各公共建筑自
建的分散制冷系统，提升了海棠湾区
域空调系统综合能效比，大幅降低能

耗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对电网起
到一定削峰填谷的作用。

已选择集中供冷的一家酒店相
关负责人表示，酒店使用集中供冷不
仅可节省前期投资和运维成本，同时
可以减少传统供冷系统的菌团污染
和噪声污染。

“在三亚，越来越多的酒店意识
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根据测算，项
目建成满负荷运行之后，供冷面积可
达 350 万平方米，可实现年节省市政
用电 10941 万千瓦时，按等当量标煤

计算，相当于年节煤量 7517 吨。按
海南燃煤电厂排放因子计算，相当于
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6329吨。

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之一，三亚不断探索绿色生
活和消费方式，构建生态文明的旅游
文化，有序推进碳减排，已制定《三亚
市低碳园区示范点创建评价标准（试
行）》《三亚市低碳社区示范点创建评
价标准（试行）》等，选择蜈支洲岛创
建零碳排放示范点，推进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建设低碳园区等。

三亚旅游低碳转型初见成效
海棠湾区域使用集中供冷项目的酒店，经测算每年可降低“碳

足迹”2690吨，相当于种植53.8万棵树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7 月 21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及
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
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主
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
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
话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
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
摆在突出位置，推进全岛封关运作准
备工作，推动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实落
地，着力建设“开放三亚”，切实把三
亚打造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
户、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窗口。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香
港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
委会会议精神，指出要自觉服务中央
港澳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三亚区位、

资源优势，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战
略，加强与香港的交流合作，促进互
学互鉴、共同发展。要不断拓展与港
澳地区和同胞的沟通联系渠道，扎实
做好港澳争取人心工作，不断发展壮
大爱国爱港爱澳基础力量。

会议听取我市第八次党代会重点
目标任务 2022 年上半年落实情况汇
报，强调要正视不足、锚定目标、久久
为功、善作善成，持续用力抓好落实，
推动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坚持刀刃向内、自我加压，
统筹抓好各方面工作，推动各项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

会议听取我市近期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汇报，指出要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
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持续深入开
展安全大检查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
理，全力做好暑期防溺水、“三防”等
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遏制安全事
故易发频发势头，坚决杜绝重特大事
故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我市 2022 年上半年经
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目标不
变、任务不减、力度加大，在抓项目、
扩投资、促消费、强招商、稳财政、保
民生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坚决做到疫
情 要 防 住、经 济 要 稳 住、发 展 要 安
全。要以上率下、冲锋在前，主动作
为，担当尽责，以“严实硬”作风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全力冲刺年度目
标任务，为全省发展多作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出席，部分市领导列席

会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
周红波主持

“杨博士在冬季瓜菜种植上有把
‘刷子’，他来了以后，发动村民采取
‘菜+稻’轮作模式种植瓜菜，又推广
了新品种，现在不仅盘活了撂荒的土
地，还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村民的
经济收入增加了！”7月 20日上午，在
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里，
崖州区城西村党总支书记韦迪忠指
着眼前大片绿意盎然的农田，和蹲在
田埂上正查看稻苗长势的杨博士，向
记者分享村里的“喜事”。

韦迪忠口中的“杨博士”，正是海
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杨小锋，博士走进田间地头，这是城
西村以前不曾有的新鲜事。博士走
出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戴起草帽，
挽上裤子，与农民一起耕耘在希望的
田野上，这样的场景正在崖州区 17
个村庄上演。

原来，今年崖州区积极探索“农
业+科技+博士村长”发展模式，从海
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等 11所科研
院所聘任122名博士人才，组成17个

“博士村长”工作队衔接 17 个村，重
点围绕发展特色产业、项目合作、科
研成果转化、农技指导等内容，服务
全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借助“博士
村长”团队的科研资源和智力、技术
优势，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发挥专业技术优势
打造“南繁乡村会客厅”

让博士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
中去，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此次，杨
小锋被聘为“博士村长”，带领他的 8
名博士团队，“入驻”城西村。

“城西村的主导产业是种植业，
但短板是特色不明显，整个村 5000
多人，村集体收入不足 10万元……”
在进村之前，杨小锋及其团队已经将
村子的情况摸查清楚，并已经有了一
个初步的设想：

城西村靠近坝头南繁公共试验
基地，不少村民的土地都在其中，通
过土地租金、就近务工，实现增收。
可以充分利用 2400 亩试验基地，打
造“南繁乡村会客厅”，打造智慧农
业，提高村民收入；继续做好“海南杂
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斤公关项目”，
将这个模式在全崖州区推广，提高粮
食产量，增加村民收入；推广“菜+
稻”轮作模式，提升土壤肥力；利用所
在单位的优势，为村民提供豇豆、青
瓜、茄子等优质嫁接苗；通过培训，将
科技知识送到农户的手中，提高他们
的种植技术……

计划有了，怎么实施？当下三亚

进入了高温多雨的季节，正是田菁生
长的好时节。“压菁还田”技术也正
是杨小锋团队所研究的领域之一。
他分析说，农户在夏天很少去养地，
整个土地撂荒的现象很严重，加之
不进行养护，容易引起土壤病害，这
也是三亚近几年来冬季瓜菜死苗率
特别高的原因。而田菁是一种优良
的绿肥植物，利用 6 至 9 月抛荒季种
植田菁，待其成长到适当时间后将
其翻耕压碎埋于土壤中，使其成为
绿肥。绿肥翻压还田后可以显著提
高土壤有机质和氮含量，从而提高
土壤肥力。

“要用实际行动，让百姓看到实
实在在的效益，让大家过上好的日
子。”除了担任“博士村长”，杨小锋
还被聘为城西村的村委会副主任，
身兼多职让他压力倍增。杨小锋
说，“入驻”城西村的博士团队共有
9 人，未来，将发挥博士的专业领域
优势，在打造“南繁乡村会客厅”、
标准化瓜菜种植示范基地，以及瓜
菜果树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土壤改
良技术，农业科技 110 技术指导等
方面发力，帮助破解农业生产中的
难题，让科技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把

“利剑”。
下转2版▶

“博士村长”来了
122名博士奔赴崖州推动乡村发展振兴

本报记者 张慧膑 见习记者 陈超全 实习生 王航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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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锋（左一）和科研人员在田间地头探讨水稻长势。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