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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加快江东新区招商工作

36家企业有意落地江东新区

本报屯城9月4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时时注意安
全，处处预防事故。8月30日，由省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2018
年全省“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走进屯
昌县。媒体记者与省安委办、省安监
局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组深入屯昌县
非煤矿山、建筑施工、人流密集场所、
景区等领域的五家企业，检查企业安

全生产情况，宣传安全生产方面的经
验和做法，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和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作为超市办公人员，一旦遇到火
情，你将怎么处理？”8月30日上午，
安全行检查组一行来到屯昌县百佳汇
超市，检查组人员随机询问超市一名
员工安全生产常识。

“超市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职责灭
火。可以用灭火器扑灭初期小火，遇
到大火要及时组织顾客和员工从安全
通道离开。”该超市员工对答如流。

该超市店长邓光军介绍，新员工全
部受过培训，超市每周会培训消防逃
生、灭火、人员疏散；每月还会进行两次
消防大演练。“我们的微型消防站有专
人值班，遇到火灾可以第一时间处置。”

经过细致检查，该超市消防设施齐
全，消防栓喷水系统、自动报警系统、防
排烟系统完好，检查组予以了肯定。

8月30日下午，检查组来到屯昌
县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该园占地
650亩，是一个集农业种植、乡村休闲
游、香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国家3A级

旅游景区。
在园区里，警示标语、消防栓、消

防管随处可见。“我们园区在地下铺设
了24千米长的管道，每隔一段距离就
在地面上设置消防管，平时既可以用
于浇灌园区树木绿植，发生火情时，又
可当消防管道用。”屯昌梦幻香山芳香
文化园办公室主任税红说，园区每年
会联合当地消防部门开展两三次大型
消防演习，工作人员早晚巡园，全面排
查安全隐患。

当天，检查组还先后前往海南屯

昌东福石材有限公司、屯昌御龙府项
目建筑工地，检查非煤矿山作业、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情况。

御龙府项目建筑工地，检查组发现
一名电焊工无证上岗，同时有几名高空
作业的工人没系安全带，当场制止了这
些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安全教育。

用手创造财富，用安全“编织”幸
福。据了解，此次“百家企业安全行”
活动将持续至12月，旨在让全省各企
业念好安全生产“紧箍咒”，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

“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走进屯昌

企业需念好安全生产“紧箍咒”
百家企业安全行

孵化新企业、培育新产业

海口高新区与
三单位签约

本报海口 9月 4日讯 （记者
郭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国家

高新区获悉，继海口、北京两场
“百日招商”签约会后，高新区第
三场“百日招商”签约会9月 3日
在武汉举行，该区与华中科技大
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
心、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武汉聚顶创硕科技有限
公司正式签约。武汉聚顶创硕科
技有限公司成为高新区引进的首
家芯片技术研发企业。

根据协议，华中科技大学现代
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将在高
新区建设海南创新产业治理研究
院，围绕“高新技术人才成长与领
导力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精细化管
理、高新技术产业治理现代化”三
大专业领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学治理
平台与高新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武
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将在高新区建设海南国际技术产
业研究院，该院将依托武汉光电国
家研究中心，围绕“脑科学与类脑
智能、海洋信息、光电医疗器械”三
大专业领域，建设国际技术转移交
易与孵化平台和高端产业服务体
系；武汉聚顶创硕科技有限公司将
与高新区在车用行动与高速储存
芯片方案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形
成新的发展优势。

据了解，海南百日大招商（项
目）活动正式启动以来，海口高新区
把招才引智作为园区重点工作，以
达到带动海口产业升级和培育产业
集群为目的，为海口高新区孵化新
企业、培育新产业，营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推动科技创新。

本报海口9月4日讯 （记者张
期望）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海口市
商务局获悉，海口加大江东新区招
商工作力度，已有36家企业有意向
落地江东新区，提出用地需求合计
550 亩。另外，在百日大招商（项
目）活动期间，已有38家企业在海
口注册48家公司，其中包括中国大
唐集团、阿里巴巴、苏宁集团等世界
500强企业项目3个。

据了解，海口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围绕全力打造国际能源、航
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
权等聚集交易场所；建设跨国企
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国内外知
名科研和服务机构云集的总部经
济区；建设海南国际金融交易中
心、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国
际教育基地和一批具有较强国内
外影响力的新型消费商圈和商业

街区；培育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
洋工程装备研发与制造等要求先
行先试，加快推动江东新区招商
工作，已有 36 家企业有意落地江
东新区。

据不完全统计，百日大招商
（项目）活动期间，海口市各产业部
门通过上门拜访、座谈、精准招商
等方式接洽了153家重点企业，已
有38家企业注册48家公司，115家

企业正在洽谈中。
38家注册企业中，中国大唐集

团、阿里巴巴、苏宁集团等世界500
强企业项目3个，中国旅游集团、中
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融创集团、美安
康、安永、普华永道、海保人寿、九
州通、仁恒集团、蔚来汽车等行业
龙头企业项目 15 个，明发集团、
CWT集团、香港英基国际集团、印

尼环球集团、中防通用集团、普高
科技集团、华亚控股等知名品牌和
机构20个。

此外，截至目前，25家现有行
业龙头企业在海口提出申报总部
企业认定，28家新注册企业提出申
报总部企业。经过初审，有12家企
业2017年年度营业收入、地方财力
贡献及注册资金缴付额等关键指
标达到省总部企业认定标准。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本报海口9月4日讯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日前，在海
南工信产业第二批集体签约仪式上，
北京智慧正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慧正安）与海南生态软件园正式
签约。智慧正安落户海南后，将上线

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律师”，为海南
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

据悉，智慧正安是一家专注于法
律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高新技术企
业，主要产品及核心技术居于国内领
先地位。

谈到与海南的合作，智慧正安董
事长李正才表示，2017年，公司与海
南高院就合作开发了量刑规范化智
能辅助系统，在全省25家法院得到
了使用。“立足海南，研发为民服务的
项目，是我们的初衷和工作目标。”李
正才说，公司在海南落户后，将马上
上线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律师”。

“据初步预计，这款机器人律师可以
为70%-80%有需求的民众解决法
律问题。”

同时，李正才透露，公司与清华
大学合作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也将在
海南落地。“智慧正安将把更多的人
工智能公司吸引到海南，推动海南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北京智慧正安签约海南生态软件园

将推出人工智能“机器人律师”
筑巢引凤栖 聚焦海南精准招商

本报海口9月4日讯 （记者罗
霞 实习生王淼 通讯员毛永翔）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招商引才网（以下简称海
招网）自今年6月开通以来，积极优
化“互联网＋招商＋招才”服务功能，
推进网上招商工作，目前已推出8场
网上招商推介会，其引才版块还迎来
70家企业入驻。

据了解，海招网的上线，为全

球关注海南的投资者和人才提供
了一个了解海南、走进海南的官方
平台。海招网不断开发符合用户
需求的使用功能。7月份，海招网
PC端、移动端和微信公众号上线，
并建成用户注册登录功能（分企业
版和个人版）、互动交流功能（分网
上招商推介会与网上洽谈室）、招
聘应聘功能和网上办事功能等4大
模块。

海招网引才版块的搭建，架起企
业求贤、人才找“东家”的桥梁。海南
企事业单位将集体入驻到海招网，为
求职的人才提供更多的招聘信息。
截至目前，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
司、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省南海现代渔业集团有限公
司、文昌航天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等70家企业已入驻海招网，发布职

位共计129个。
省商务厅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9月4日，海招网发布中文资讯
超600篇、英文资讯超300篇；海招
网PC端和手机端总浏览量将近8万
人次，接到来自新加坡、加拿大以及
中国香港等地的咨询电话近400次、
咨询邮件268封；海口市、三亚市、省
旅游委、省工信厅、省商务厅已推出
8场网上招商推介会。

积极优化“互联网＋招商＋招才”服务功能

海招网陆续推出网上招商推介会

海南热带水果粉
出口大幅增长
主要输往加拿大美国欧盟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陈怡君 朱毅菲）海南热带水果粉作为热带水果深
加工产品，深受国外消费者喜爱，出口呈现良好发
展趋势。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7月，海南口
岸共出口热带果粉货物35批次，重量45.77吨，货
值 36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94.4%、193%、
121%。出口的产品包括椰子水粉、椰子粉、椰浆
粉、香蕉粉、柠檬粉、木瓜粉、菠萝粉、芒果粉等，主
要输往加拿大、美国以及欧盟等国际高端市场。

据介绍，为帮扶企业扩大出口，海口海关着重
优化监管，确保出口产品抽批完成率和抽样检测
项目完成率达100%；日常监管频率随果粉生产
淡旺季实施动态调整；重点关注企业对原料收购
环节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合格供应商评价
程序的落实情况。

同时，海口海关主动服务出口企业，主动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对症下药，优化
营商环境；及时搜集国内外新法规新标准，引导企
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水平，生产适销对路的新产
品拓展新市场；简化出口检验放行环节，采信企业
自检自控结果，实现快速放行；对追溯体系完善的
出口企业，实施边检边放，提升通关效率。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朱玉华 苏少斌）“台湾青年
企业家海南行”活动9月4日正式启动，
74位台湾青年企业家将在琼进行为期
5天的考察。

4日上午，考察团一行参观了省
规划馆，考察了台资企业海南根雕
艺术有限公司。下午，考察团来到

海南生态软件园考察。随后，我省
有关部门举办产业投资推介会，省
商务厅向考察团介绍了投资环境与
招商项目；省农业厅介绍了农业种
养、加工、休闲农业等领域招商项
目；海南生态软件园介绍了园区建
设及重点招商项目。

据介绍，随后的几天，台湾青年

企业家还将考察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琼中绿色产业园区等
地，体验琼中黎族苗族民俗文化、三
亚海滨自然风光等。此外，他们还将
到台资企业参观，感受老一辈台商在
海南的创业历程。

省台办主任刘耿表示，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不仅吸引了台湾岛内的知名企
业家和有关人士前来寻求发展商机，
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也对海南高
度关注。在大陆的台湾青年企业家
组成较大规模的考察团应邀参访海
南，旨在促进琼台两地青年企业家交
流，深入了解海南并参与其经济发展
建设，促进琼台农业合作转型升级。

“台湾青年企业家海南行”活动启动

74位台湾青年企业家来琼考察

9月4日，航拍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黎母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区，茂密的原始森林郁
郁葱葱。

黎母山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
位于海南省中部，地跨琼中、白沙、
儋州 3 个市县，管护责任面积
51.53 万亩。

近年来，黎母山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成效显著，实现了森林资源
从恢复性增长向提高森林资源质量
转变，生态状况明显转好，生物多样
性增加，森林生态功能得到增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黎母山天然林
保护成效显著

省住建厅出台
绿色生态小区技术标准
小区20%以上建筑按二星级及以上
绿色建筑标准建设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
洲）小区是城市社区的基本单元，建设绿色生态、健
康舒适的宜居家园要先从住宅小区做起。生态小
区怎么建？经过近一年的征集意见和研究，省住建
厅近日出台绿色生态小区技术标准，从规划、设计、
建设到管理各个环节对生态小区制定了标准。

我省出台的生态小区技术标准要求，绿色生
态小区应具备一定的建设规模，用地面积大于4
公顷或地上总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小区
中20%以上的建筑应按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标准建设，商品住宅建筑应全部实行全装修，新
建建筑具备条件的宜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进行
建造。绿色生态小区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应与
单位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房地产
业正面临调结构、提品质的挑战。我省将以商品
住宅项目全面执行绿色生态小区标准为契机，科
学做好城乡建设规划，确保绿色生态小区建设质
量，助力生态省、绿色低碳岛建设。

海口海关优化服务

助力海南无籽蜜柚
实现首次出口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樊梅迪）日前，经海口海关检验检疫合格，一批重
580千克、单价是普通柚子8倍的澄迈洪安无籽
蜜柚从海南输往加拿大。这是海南柚子首次出
口，对于提高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
争力、扩大海南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的营销渠道
和影响力具有促进作用。

洪安无籽蜜柚是海南首个获得国家生态原产
地保护评定的产品，海口海关以《海南省推进生态
原产地保护实施方案》为指引，主动服务，提前介
入生产环节，加强农业投入品管理，开展安全风险
监控，建立多层次疫情疫病防控体系；积极为企业
提供技术支撑，收集进口国检疫法律法规，前置检
疫要求，确保国外顺利通关；全面落实“查检合
一”，压缩通关时间，有效保障了无籽蜜柚新鲜度。

“双公示”工作第三方评估结果公布

海南省一季度排名全国前8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梁振君）国家发

展改革委官网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根据2018年
一季度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自作出行
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工作（以下
简称“双公示”工作）第三方评估结果，安徽省、福
建省、海南省等8个地区一季度评估结果排名前
8，不参与二季度评估，三季度继续参与评估。一
年内2次免评估的地区将获通报表扬。

据悉，为推动各地区“双公示”工作全覆盖、无
遗漏，2018年一季度，国家发改委引入26家信用
服务机构参与“双公示”工作第三方评估。评估机
构形成的初步评估结果经被评估地区的省级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确认后，该委组织召开了
专家评审会，对评估报告进行核验，形成最终评估
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