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记者
罗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
制定《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申报
指南（试行）》（以下简称《申报指
南》），发布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申
报条件，并明确临床急需医疗器械
进口批准时限不超过7个工作日。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申报条件确定

进口批准时限不超过7个工作日
项申报条件8

申请人应为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特定医疗机构

申请人必须符合《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四条规定

办理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申请事务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熟悉医疗器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申请产品情况

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应从海南口岸进口通关

必须通过指定的合法渠道进口，不得进口翻新医疗器械或者从国外医疗机构转让在用医疗器械

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仅在本医疗机构用于特定医疗目的，不得在本机构外使用或安装

省卫生计生委已经完成临床急需和医疗机构对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的使用能力评估

申请临床急需进口的医疗器械必须是特定医疗机构因临床急需、进口已在境外批准上市并获得成功临床应用经验、且
在我国尚无同品种产品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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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少儿阅读活动季拉开帷幕

我省分享农家书屋建设经验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尤梦瑜）由国家

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共同主办的2018年全国“我
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今天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举行启动仪式，标志着
今年的农家书屋少儿阅读活动季正式拉开帷幕。
活动开始前，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
行司负责人带领的调研组开展相关调研并召开座
谈会。基于我省农家书屋建设工作近年来取得的
成绩，座谈会上，海南省文体厅报刊印刷发行处负
责人作为出席会议的1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
分享了我省农家书屋建设的相关经验。

据了解，我省在2012年实现全省行政村农家
书屋全覆盖，目前全省共有农家书屋2695个。近
年来，我省积极贯彻国家的相关部署要求，通过提
档升级拓展内容、着眼长效对接实体、叠加互联服
务等举措，给农家书屋做加法，推动农家书屋提质
增效。我省创新推进农家书屋建设的各项举措，
被誉为“农家书屋海南模式”。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部分
省市自治区农家书屋工程相关负责人，中央直属出
版单位和各省出版单位代表，以及国家和省级新闻
媒体代表在启动仪式前参与调研并出席座谈会。

本报文昌6月14日电（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潘婷婷）今天下午，北京
外国语大学一行来琼，就全面推进对
口支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建设相
关问题进行探讨，达成了利用该校作
为全国首批“985”和“211”高校的学
科优势和教育资源，拓宽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层次，开展广泛交流，助力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是我省唯
一的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校，也是
我省外语专业最齐的高校。今年5
月，该学院学生在第二十一届“外研
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
总决赛中斩获一等奖，开创了我省
高校以及全国高职院校参赛的历史
最好成绩，充分展示出其扎实的外
语办学实力。

座谈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海
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围
绕国际合作交流、专业和课程建设、
人才培养、科研工作、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示范点和试验区建设等议题开
展深入探讨交流，就对口支援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交换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海南外国语职
业学院要继续依托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以及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优
势，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对口支援
下，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外语人才
为中心，不断凝练和发挥自身办学
特色和优势，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升
级，把现有的专业优势做实做强做
优，建设成为办学水平较高、特色鲜
明的优质外语高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口支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助其建设特色鲜明的优质外语高校

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叶
媛媛）今晚，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的2018“爱上海南”旅游推介
会在北京举行。本次推介会邀请了
在华机构、商会、企业、国际学校的代
表及其家庭成员，吸引近200位来自
旅游、教育、媒体、贸易等行业的精英
亲临现场。推介会首次以“家庭”“亲
子”为主题亮点，通过现场互动的方
式呈现海南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让
来宾感受国际海岛的独特魅力，进一
步扩大海南旅游的国际影响力。

19时许，伴随着一首欢快的黎苗
舞蹈《爱上海南》，推介活动正式拉开
序幕。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孙颖介绍了新机遇下海南发展旅游
业的雄心和展望，为现场嘉宾推荐了
海南丰富的“家庭”“亲子”旅游度假
资源和旅游产品，并向在座的家长和
孩子们发出“欢迎暑假到海南旅游”
的邀请。

推介会现场播放了国际家庭体
验式形象宣传片，形象地展示海南

“家庭亲子游”旅游资源，让在场嘉宾

领略到热情海南的独特魅力。主办
方还准备了VR冲浪体验区、绘画展
示区，海南特色美食DIY体验区、立
体拍照区，让来宾通过互动游戏环节
感受到海南亲子旅游的特色。作为
此次推介会的预热活动，今年“六一”
儿童节前期，省旅游委还联合《Bei-
jing kids》杂志策划了“快乐海南，
暑期天堂”外国儿童绘画作品征集活
动，深入多个国际高端社区，联动10
所国际学校，征集并评选出30多幅
主题绘画作品，并刊登在该杂志上，

为提升海南旅游影响力和此次推介
会的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悉，此次推介会是省旅游委举
办的 2016 年“发现海南”、2017 年

“体验海南”两届北京推介会的延续
和深入，也是首次为国际家庭推出的
亲子游专场推介会。省旅游委今年
还将陆续走进上海、伦敦等国际化城
市，举办不同主题的海南国际旅游推
介会，进一步扩大海南旅游的海外影
响力和知名度，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到
海南旅游度假。

2018“爱上海南”旅游推介会在京举行
展示家庭亲子游旅游资源

海航控股泰籍乘务员
招聘会三亚举行

本报三亚6月14日电（记者徐
慧玲）今天，海航控股泰籍乘务员专场
招聘会在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举
行，30名来自该校泰国空乘人才班的
学生参与面试。

记者了解到，当天参加面试的泰
国籍学生是海航公益·慈航奖学金暨

“一带一路”——泰国空乘人才班项目
的首批学生，于今年5月16日进入三
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参加学习培训。

“这30名学生是我们从近200个
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均来自泰国玛
希隆大学、孔敬大学等10余所泰国名
校。”项目负责人之一、三亚航空旅游
职业学院国际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单
瑶介绍，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提供
150余万元项目经费，三亚航空旅游
职业学院则为这批泰国籍学生提供为
期3个月的航空服务类培训。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董事长兼
校长杨涵涛介绍，首批30名泰籍学生
大部分不是空乘专业出身，因此该校
精心安排了机上安全教育、职业形象
塑造等培训内容。

海口国际离岸
创新大厦

即将投入使用
6月12日，位于海口复兴

城的海口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内，工人忙着进行内部装修。

大厦共5层，总面积约3
万平方米，已完成主体施工和
外立面装修，目前施工进入到
收尾阶段，计划6月底全面投
入使用。

据悉，阿里巴巴集团和蚂
蚁金服集团落户海口，海口国
际离岸创新大厦将是其海南
区域总部所在地。此外，该大
厦还将引进美国斯坦福智慧
医疗产业加速中心、台湾科技
应用加速中心、新加坡岛峰科
创中心、PreShares中欧国际
创新中心等项目，力争发展成
为海口连接全球的互联网总
部经济聚集区。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张余雪 摄

迪尚集团营销总部落户海口
将面向东南亚开展进出口业务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陈
慧玲）6月12日，海口迪尚互联网平台运营有限
公司营销总部在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
成注册，该项目作为山东迪尚集团的互联网面辅
料交易平台，将面向东南亚开展相关业务。

今年以来，海口高新区贯彻落实海南百日大
招商（项目）活动部署，持续推进签约项目落地工
作。自去年山东迪尚集团与海口高新区对接以
来，双方一直保持沟通和协商，并于今年6月2日
在京签署合作协议。据了解，迪尚集团创立于
1993年，是全国最大的服装出口企业之一；产业
涵盖服装进出口、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品牌销售、
电子商务和供应链，以及金融、物流、房地产开发
等多个领域。该集团此次在海口设立的互联网面
辅料交易平台，面向东南亚开展服装面辅料的采
购、销售等进出口业务。

为做好签约企业的落地服务工作，海口高新
区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帮助企业准备注册材料，协
调海口保税区工商局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全力
以赴为企业解决在入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临高今年将建设
40个教师公共厨房

本报临城6月14日电（记者刘
梦晓）为改善乡村学校教师工作生活
条件，临高今年投入306万元，通过维
修、改造或新建，为全县乡村小学建设
40个教师公共厨房，进一步改善乡村
教师的工作生活环境。

新建的教师公共厨房标准为40
平方米/间。厨房设备由省教育厅统
一进行招标采购，主要包括冰箱、空
调、电饭煲、电磁炉、煤气灶、储水箱、
抽油烟机、餐桌、餐椅及消毒柜等。

据了解，临高今年计划建设的40
个偏远乡村小学教师公共厨房中，新
建14个、改建22个，在原有厨房的基
础上添置设备的4个，共投入306万
元建设资金，惠及乡村学校教师578
人。目前，在新建、改建的36个乡村
小学教师公共厨房，已完工22个，在
建的14个预计6月底全部完工，厨房
设备将于8月底安装到位，在秋季开
学时投入使用。

三亚投入480万元
建设热带水果产业链

本报三亚6月14日电（记者易宗平）三亚热
带水果产业迎来新机遇。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农业
部门获悉，该市今年投入48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
热带水果产业链建设，积极推进种植类特色产业
扩规模、上档次、树品牌。

为优化热带水果产业结构，今年三亚安排财
政资金200万元，用于保护芒果种质资源，重点对
育才生态区雅亮村芒果古树群进行保护。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为原则，三
亚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鼓励示范果园单位先
行建设，对经市农业局审核通过的示范果园农业
设施提升工程，安排20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进行
支持。

有了产品还得有响当当的品牌。三亚将以热
带水果包装设计评选为抓手，安排财政资金20万
元，组织全市热带水果包装设计评选活动，推动三
亚热带水果包装向品牌化、专业化、绿色化发展，增
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知名度。

此外，三亚安排财政资金60万元，实行农产
品线上销售奖励措施。

三亚怡翠田园综合体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本报6月14日三亚电（记者梁君穷）日前，
三亚市崖州区政府与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
更村委会举行怡翠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合作签约仪
式。该项目以建设“田园生活、慢享三更”为目标，
力争将三更村打造成为以生态有机农业为基础的
田园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59.57亿元。

据了解，本次签约项目包含中国青少年国防
体育教育基地、国家篮球及龙狮俱乐部冬训基地、
滨水风情体验区、农耕文化体验区、湿地公园休闲
区、山地娱乐休闲区、四季花海观光区、黎家生活
体验区等15个方面的建设内容。

三更村为黎族村庄，距离三亚市中心约45公
里，周边旅游资源丰富，紧邻南山寺、大小洞天、乐
东龙沐湾等景区，区位优势明显。

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晓龙
表示，项目将充分利用三更村依山傍海、水土肥
美、古韵犹存、民风淳朴的旅游资源，以共享农庄
模式进行开发建设，通过新、优、特农产品种植推
广和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情旅游”发展，提高村
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李冬青）端午节将至，为
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规矩，不断巩固拓
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营造
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省纪委对近期
查处的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案例进行通报。

这4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梁定业等人违规收送礼品礼
金问题。2016年春节前和2017年3
月，梁定业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美
兰区灵山镇灵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李习忠价值3000元购物卡和
灵山镇政府主任科员冯文军1万元现
金。2018年5月，梁定业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冯文军受到党
内警告、政务警告处分，李习忠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收缴。

三亚市热带海滨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风景规划管理科科长程
火生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问
题。2010年，时任三亚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风景办副主任的程火生在
负责三亚某文化旅游区开发建设项
目监督检查工作期间，借用管理服务
对象一辆小汽车，直至2017年11月
才归还。期间，车辆日常维修保养费
用均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2018年
4月，程火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大过处分。

万宁市卫计委乡镇卫生院财务集

中管理中心主管会计黄井利等4人违
规领取津补贴问题。2013年11月至
2017年7月，黄井利和该中心主管会
计蔡卫军、严家云、王妚兰等4人在主
管乡镇卫生院财务核算工作期间，通
过绩效奖金、票据报销等方式在所负
责主管的卫生院违规领取补贴。其
中，黄井利领取17000元、蔡卫军领
取11900元、严家云领取10850元、
王妚兰领取9294元。2018年 4月，
黄井利、蔡卫军、严家云、王妚兰等4
人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过处
分。违纪款已收缴。

定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员景
建良、林诗敏等4人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问题。2017年8月，景建良、林诗

敏和县政务服务中心工勤人员叶经
谷、县质监站工作人员周盛发参加某
工程项目开标会并分别收受广州市某
建设开发监理公司海南分公司负责人
林某某各 1000 元礼金。2018 年 5
月，景建良、林诗敏、叶经谷均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周盛发受到政务警告处
分。违纪款已收缴。

通报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中央纪委的部署要求，增强“四个
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担负起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抓紧抓
实、抓细抓常，不松懈、不停步、再出

发，不断巩固落实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三十三条实施细
则成果，持续整治“四风”，不断擦亮作
风建设这张亮丽名片。

通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充分发挥监察体制改革后形成的制
度优势，将纠正“四风”工作覆盖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把压力持续
传导到基层各党组织、各单位；要坚
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密切关注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隐形变异的新动
向新表现，下更大气力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抓住典型、坚决问责、
形成威慑，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化风成俗，一刻不停歇地将作风建设
引向深入。

严防“四风” 廉洁过节
省纪委通报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