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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六一”儿童节，中建一局北
京公司发起“来自工地上的礼物”征集活
动，号召职工、工友利用工地废料，为孩
子制作一份独特的“节日礼物”。

右图 建筑工人利用工地上的钢筋、
模板、PVC 管、木枋等建筑废料，制作成
塔吊等儿童节特色礼物。

下图 建筑工人利用建筑废料制作
塔吊。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建筑环保

“六一”赠礼

新华社北京 6月 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在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

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

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接国际

高水平经贸规则，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

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要把制

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

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习近平强调，海南省要认真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抓

紧落实政策早期安排，以钉钉子精神夯实自

由贸易港建设基础。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

从大局出发，支持海南大胆改革创新，推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

岛，到 2025 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

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

体系，到 2035 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

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

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习近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

新华社北京6月 1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主要内

容如下。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具有实施

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

特优势。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

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

大举措，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

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战略决

策。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

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在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港，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打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

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是支持经济

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设高水平

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解放思

想、大胆创新，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

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

监管特殊区域，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

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

开放门户。

（二）基本原则
——借鉴国际经验。坚持高起点谋划、

高标准建设，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

趋势，充分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

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制度安排，形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快建立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打造

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

——体现中国特色。坚持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全国

上下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集聚全球优质

生产要素，着力在推动制度创新、培育增长动

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提供坚实支撑。加强与

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促进与粤港澳大湾区

联动发展。

——符合海南定位。紧紧围绕国家赋予

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

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海

南自然资源丰富、地理区位独特以及背靠超

大规模国内市场和腹地经济等优势，抢抓全

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机遇，聚

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加快培育具有海南特色的合作竞争新优势。

（下转第六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日电 （记者刘垠）1

日，科技部官网发布《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

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提到，鼓励承担国

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科研项目的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

担单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

这份由科技部、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

文件指出，鼓励项目承担单位开发科研助理

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既是促进就业稳定的

有效手段，也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构建

与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相匹配的专业科技支撑

队伍的重要举措，对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复工

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依托各类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

目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通知》提到的科技计

划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以及基地和人

才专项（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

《通知》明确，主动作为积极开发科研助理

岗位。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

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

工作的人员。项目承担单位应创新工作机制，

采取包括签订服务协议等多种方式选聘科研

助理，明确设置科研助理岗位的相关标准。

“进一步明确科研助理经费开支的相关

管理要求。”《通知》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可结

合自身情况，按规定从科研项目经费等渠道

开支科研助理的相关经费支出。科研项目经

费中，“劳务费”科目及结余资金，均可按照有

关规定用于科研助理的劳务性报酬和社会保

险补助等支出。同时，鼓励项目承担单位统

筹现有经费渠道，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

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通知》还提到，加强对科研助理岗位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做好开发科研助理

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组织、协调和

推动工作。

“建立完善项目承担单位科研助理队伍

建设的长效机制。”《通知》强调，项目承担单

位应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深化单位内部科研

管理改革，逐步建立起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

理、能进能出、流动顺畅的科研助理队伍。加

强科研助理岗位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建立

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提升科研助理能力水平、

服务质量，拓宽成长空间，完善科研助理队伍

建设长效机制。

科 技 部 等 六 部 门 发 布 通 知 ：

鼓励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在美国纽约东河布朗克斯和里克斯岛之

间藏匿着一个废弃的小岛——北兄弟岛。这

里曾是麻风病人的家园，自 1963 年被关闭以

来，现在只有鸟儿生活在岛上。

终身隔离，似乎是麻风病人的“宿命”。

因为麻风病有着比其他传染病更可怕和可恶

的特质，病人因它致残、毁容，外貌变得“人不

人鬼不鬼”，这带给正常人无法克服的恐惧。

当前，全球约有 20 万人还在遭受麻风病

的折磨，主要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麻风病

人被限制在偏远的居住区，形成一个个几乎

不与外界来往的麻风村。病人一旦进村，就

很难再出来，即便康复，也不为社会所接纳，

难逃歧视、谩骂和侮辱。

卡劳帕帕半岛上的集中营

世外桃源夏威夷也有着人间地狱般的过

往：莫洛凯岛上的卡劳帕帕半岛，曾经是专门

关押麻风病人的地方。

19世纪外国商船带来天花、性病、伤寒等

各种疫病，令夏威夷受到重创。据说此前岛

上原住民不少于 20 万人，到 1853 年已降至 7

万多人。10 年后，麻风病的出现令夏威夷雪

上加霜。当时，麻风病被误认为具有高传染

性，夏威夷国王卡美哈美哈五世听取美国人

请来的德国专家建议，决定将所有麻风病人

放逐到特定区域隔离。

按照国王颁布的《防止麻风病扩散法案》

规定，进入隔离区就不能回来了，麻风病人被

放逐前都签好遗嘱，不愿意进入隔离区的要

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强制隔离措施直到上世

纪 60年代才废除。

卡哈乌利科是夏威夷的第一个麻风病

人，1866 年 1 月 6 日，他和十几位病友率先来

到隔离区卡劳帕帕半岛——形似锐角三角

形，一面是 3000 英尺（约 914 米）高的海上峭

壁，另外两面环海，海里有鲨鱼。政府给他们

发了毛毯、农具、种子和牲畜，并定量供水。

随后一批批麻风病人陆续被送来。很多麻风

病人感到无异于被判死刑，破罐子破摔，开始

的几年里岛上死亡率接近 50%。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殖民者在这里

开展残忍的医学试验。他们请来英国医生，

将臭虫、蚊子、蜘蛛、跳蚤等放在麻风病人身

上，以便从这些动物吸取的血液中提取麻风

病病菌。而德国医生让死刑犯做选择，接种

麻风病病毒可免于死刑。有死刑犯选择了当

小白鼠，两年后被放逐到岛上，又过了 8 年后

去世。

从 1866年到 1969年，共有 8000多人被放

逐到卡劳帕帕半岛上的集中营，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并不是麻风病患者。现在这里到处

是坟墓，被改造成国家公园，每天限 100 名游

客参观。乘坐 9人小飞机到达半岛，骑驴走过

悬崖边的小路，才能得见那段黑暗的历史。

被妖魔化的疾病，被
歧视的病人

麻风病令人变得“面目可憎”，全身长

满鲜红的斑疹，毛发脱落，肢体萎缩，身上

出现水肿或瘤癍。而麻风病的致死过程很

长，病人往往要携带着特征显著的恶疾“苟

且偷生”。

（下转第三版）

麻风病：古老瘟疫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杨 雪

6 月 1 日，北京市中
小学迎来40万名学生返
校 复 课 ，涉 及 初 一 、初
二、高一、高二和小学六
年级学生。图为西城区
青年湖小学六年级学生
在上课。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踏入阔别已久的校园踏入阔别已久的校园

“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高

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海

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也于 6月 1日正式

向全球发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原部长赵晋平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从四个方面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的深刻内涵和重要引领。第一个方面，指

明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即

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

战略决策。第二个方面，揭示了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深刻内涵，即建设中国特色的自

由贸易港。所谓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就

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服

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等，还要对标国际先进

的规则。第三个方面，强调了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重点是制度集成创新。赵晋平说：

“制度创新，尤其是制度集成创新，这是反

观我国自贸试验区近几年来改革开放的实

践，是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任务。”第四个方面，中央对有关部门

和海南省如何落实自贸港建设重大战略提

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比如说要做好政策的

早期安排，要大胆地试，要发挥创新精神。

赵晋平表示，海南岛是仅次于台湾岛的

我国第二大岛，且面临南海，特殊的地理单

元决定了它适合建设自贸港，因为自贸港需

要封闭和便于监管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另

外，自贸港往往是“港城融合型”特殊经济功

能区，要具有一体化的综合性城市经济功

能。“这几年海南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取得了

非常显著的进展，全岛同城化、全省一体化

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为自贸港建设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海南是我国目前18个自贸试验

区里唯一一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全域型自贸

试验区，它所积累的经验将有利于推进全域

型自贸港建设。”赵晋平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其实也是向全

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表明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决心，不管受到什么样环境的影响，我

们都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外经贸大学中

国自贸区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光辉说，

海南自贸港将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

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是服

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区，这是党中央着

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海南“解放思想、大胆创

新”，这里边蕴含着海南自贸港要借鉴国际

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突出改革创新，对标

国际经贸规则。

6月 1日，海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

会议，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提出要求，并逐项明确了责任部门和单

位。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海南将加

快落实中央有关部署要求，把制度集成创

新摆在突出位置，以只争朝夕的作风和“钉

钉子”的精神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以超常规

的认识、举措、行动和实效，全力应对统筹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海南自贸港建设“三个大考”，

答好“三张答卷”，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久久为功，决不辜负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海南的重托和

厚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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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杭州 6月 1 日电 （洪恒飞
柯溢能 记者江耘）1 日，记者从浙江大学

获悉，该校生命科学学院寿惠霞教授团队

联合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福建农林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等科

研机构的研究团队，发现糖转运蛋白 Gm-

SWEET10a/b 协同调控大豆籽粒大小、含

油量和蛋白含量，在大豆驯化改良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该基因的高表达可使大

豆单株产量提高 10%。研究论文发表于国

际知名期刊《国家科学评论》。

全球对大豆的消费需求逐年增加。经

过驯化的栽培大豆通常籽粒大、含油量高、

蛋白质含量低。但在大豆驯化和改良过程

中，这些产量和品质性状的协同调控是否

能够由单基因独立完成尚不清楚。

前期研究表明，大豆种子特异表达

基因 GmSWEET10a/b 是迄今发现的大豆

驯化过程中对产量和品质最具影响力的

基因。

寿惠霞团队经过深度研究发现，Gm-

SWEET10a/b特异表达在大豆种皮的薄壁

组织，并介导蔗糖、葡萄糖及果糖从种皮向

胚 的 运 输 。 敲 除 GmSWEET10a 或 Gm-

SWEET10b都会导致大豆的百粒重和油分

显著下降，蛋白质含量显著提高。两个基

因同时敲除，百粒重降低 40.2%，油分降低

40.7%，蛋白含量提高 32.1%。

“栽培大豆中通过高表达这两个基因，

大豆种子百粒重及油分都显著提高，且单

株产量提高达 11%—20%。”寿惠霞介绍，

这项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运用于大豆产量、

品质性状的分子标记物辅助育种，对于增

产保质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基因表达可使大豆单株产量提高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