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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蔡胤彦）12月 11日上午，2018年海南“互联
网+”创新创业节在海口拉开序幕，作为本届创新
创业节的首场主要活动，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也
于当天举行。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浩、国家发改委研究
员宋承敏、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
等20多名嘉宾分享了区块链创新应用方面的观
点；腾讯、蚂蚁金服、百度、网易等国内互联网企业
相关负责人围绕“海南自贸区的区块链产业发展
之路”等议题展开探讨。

当天，由省工信厅、火币集团共同主办的首届
全球区块链创新应用大赛启动，大赛将在海内外
设置6大分赛区，覆盖亚太、欧洲、美洲等地区，面
向全球评选优秀区块链创新应用项目，并将在海
南举行全球总决赛及颁奖典礼。

本届创新创业节以“离岸创新、链接自贸”为主
题，由省工信厅和海口市政府联合主办，将围绕区块
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举办多场活动。

副省长沈丹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018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开幕

首届全球区块链创新
应用大赛启动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赵
优 黄媛艳）日前，因俄罗斯一旅行社
和该国伊尔航空公司发生经济纠纷，
导致 369名俄罗斯游客滞留海口 2
日。经过我省各部门主动介入和积极
推动，11日13时22分，滞留游客从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乘坐俄罗斯伊尔航空
IO866次航班启程返回俄罗斯喀山。

海口市、三亚市、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相继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
决俄罗斯游客滞留问题。

据了解，369位来自俄罗斯喀山

市的游客原定于12月8日乘坐俄罗
斯伊尔航空的飞机从海口离境，因俄
罗斯旅行设计师旅行社和伊尔航空公
司发生经济纠纷，原计划航班未能按
时抵达，引发369名俄罗斯游客滞留
海口。此前有俄媒传出1500名俄游
客滞留海南的消息较为偏颇。据了
解，目前约有1100名游客仍按正常行
程在海南游览，不属于滞留游客，伊尔
航空将按原计划安排航班搭载其余游
客返回俄罗斯。

为了让滞留旅客尽快回国，三亚

市政府主动介入，敦促俄罗斯组团社和
承运航空公司双方尽快履行相应责任，
海口市旅游部门和负责地接的海南珠
江国际旅行社为滞留游客免费安排了
额外旅游行程，并提供了免费住宿和餐
饮，游客情绪稳定，未发生任何投诉。
与此同时，三亚及时对正在鹿城旅行并
计划乘坐伊尔航空返程的游客进行安
抚，通报协调情况，让其安心旅行。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俄
游客滞留后，第一时间成立了俄罗斯
游客滞留情况应对工作领导小组，厅

党组书记林光强和厅长孙颖任组长，
省外事办、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海
口市旅游委有关负责人及省旅文厅相
关处室负责人为小组成员，迅速展开
应急处置工作，积极推动事件妥善解
决。本着对国际游客的负责态度，领
导小组责成海口市旅游委迅速摸清所
有在琼游览的俄罗斯游客返程情况，
妥善安置369位滞留游客，做好安抚
工作；建立起与俄罗斯旅游署、俄罗斯
交通部、伊尔航空公司的对接机制，第
一时间获取准确信息；同时协调省公

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好可能出现的游
客签证逾期续签工作；并拟定后续可
能出现的旅游滞留应急预案，一旦再
次发生滞留，将由俄罗斯其他航空公
司安排飞机接回游客，或由海南航空
安排飞机将俄罗斯游客运送回国。

下一步，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将联合省交通厅对海口市、三亚市负责
国际航线的开发部门加强指导，做好今
后旅游包机商和航空公司的甄选工作，
充分展示我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良好形象。

我省积极推动游客滞留事件解决

369名俄罗斯游客全部乘机回国

■ 张成林

对营商环境优劣，人们喜欢用数字
来量化。以上海为例，买房办证要几
天？徐汇区从41天缩至4天；开办十家
连锁门店要办多少证？长宁区由20张
减至2张……数字的极度简化，带来的
是企业的极大便利。于管理者而言，每
一个数字的简化，背后都是“刀刃向内”
的自我革命，体现着勇追一流的魄力与

担当。近日，海南推出优化营商环境
40项举措，其中，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至3个工作日，将极简审批推向全省等，
也正是以国际标准自我加压的体现。

不止限于“提速”，这40项改革举
措中，有不少力度颇大，例如，建立自由
贸易账户体系、扩大“证照分离”改革事
项、在“多规合一”框架下将极简审批推
广至全省……这些举措，不仅瞄准了
国际一流标准，还结合海南实际，作出
了自身首创性的探索。可以看出，海南
的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参照了世界
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体系，用国

际化视野、一流标准，为海南营商环境
优化划定了“路线图”。高起点谋划，必
定助力营商环境加速提升。

常言道，登高者望远！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是一项超前的探索，成非
常之功，就要用非常之力，就要用最
高标准抓好营商环境这个关键。而
且，当前海南的营商环境还存在不少
问题和短板，如专业服务国际化水平
低、企业融资问题突出、社会诚信与法
治环境不完善、政府主动服务意识不
足等。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后
起之秀实现弯道超车，就必须用国际

化的一流“斧锯”，切实割除自身积弊，
进而推动营商环境跨越发展。

“企业一叫，政府赶到；企业不
叫，政府不扰。”一流的营商环境，必定
是软环境的高地。优化软环境，就要
围绕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打造一
流的服务水平。不同的企业对营商环
境需求不同，比如，外企更加关注会
计、法律、仲裁、评估等专业服务，国企
更加关注政府执行力和办事效率，民
企更加关注政府诚信度，等等。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就要针对企业的不同
需求，对标国际标准，缺什么补什么，

用一流服务去赢得企业的认可。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身处海岛，我们更要眼
光放远、视野放宽，盯紧国际一流，盯
住国际标准，对镜自照，迎头赶上。万
万不能囿住了眼光，束缚了手脚，沾沾
自喜于点滴进步，蜷缩于舒适区内不
敢轻言改变。我们只有解放思想，主
动作为，积极落实好优化营商环境40
条举措，以国际标准时时观照自我，大
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才能加快推进
营商环境跨越式提升，为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以国际化视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观察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
郭萃 邓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
讯员徐家启）为缓解冬交会期间海
口滨海大道交通压力，海口公交集团

设置五源河体育场东门至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南门免费公交摆渡专线。

展会期间，每天7时30分到18
时，公交摆渡专线采取5分钟每班次、

滚动发班的运营模式。届时，开车出
行的市民可将车辆停放在五源河体
育场停车场，在场馆东门乘坐免费公
交摆渡专线抵达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海口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冬交
会期间，请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或标牌
指示，在指定停车场有序停放车辆，
杜绝占道乱停。

海口增设免费公交摆渡专线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陈颖）2018年冬交
会开幕在即，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和国际合作社联盟联合举办的

“一带一路”合作社扶贫技能培训班
暨经贸对接会11日在海口开幕，来
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14个

国家的32名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
参加培训班及开展经贸对接交流。

培训班以“一带一路——扶贫技
能培训”为主题，交流中国合作社扶
贫成果，开展跨国界经贸对接，促进
海南与国际合作，对于加强减贫经验
交流，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推进精准

扶贫，共创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全国供销合作社充分

发挥实体销售网络健全优势，以线
上线下融合为切入点，积极实施电
商扶贫行动，发展电商物流园和乡
村服务站。同时，依托“供销e家”
全国平台，在贫困地区加快实施农

村电子商务惠农工程。
培训期间，会议主办方将组织

国际合作社联盟和各国合作经济组
织负责人到冬交会供销合作社贫困
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展区参观和进
行业务对接，并到三亚、澄迈等市县
相关农民专业合作社考察学习。

“一带一路”合作社扶贫技能培训班开幕

交流扶贫成果 开展经贸对接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李
磊）12月11日上午，由省委人才发展
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的“2018‘候
鸟’人才服务月·海口对接会”在海南大
学举行。对接会上，23家用人单位提供
了334个岗位，56名副高职称以上“候
鸟型”人才参与对接。当天，已有21名

“候鸟”人才与用人单位达成合作意向。
此次对接会上，三亚学院、海南省

肿瘤医院等23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岗
位，涉及医药、教育、农业、工程、电子
等多个领域。来到现场的“候鸟”人才
大部分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专业涉及
高端制造、医疗卫生、法律经济、社会
科学等领域。多家用人单位表示，与
这些高端“候鸟”人才达成灵活合作，
将会给单位的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候鸟”人才对接会的成功举
办，得益于我省“候鸟“人才库的日趋
完善。近年来，我省通过入户寻访、网
络登记等方式，向全社会征集了大量

“候鸟”人才。目前，我省“候鸟”人才
库中已有近2000名“候鸟”人才。

“候鸟”人才服务月海口对接会举行

吸引带动
更多人才赴琼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张梦 实习生叶映彤）近
日，财政部、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来
琼进行政府采购协定专题培训指
导。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此举旨在落
实相关工作部署，立足于推动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谈
判进程，加快推进我省政府采购对外
开放试点工作，优化海南政府采购营
商环境。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培训是财政部支持海南建设自贸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的重要落实行动
之一，也是海南在政府采购领域第一
次与国际组织的近距离对话，相关部
门和各市县可借此充分了解政府采购
的国际规则。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班上，来自财
政部、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以及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央财经大学的专家
学者，对我省60多家省直单位、各市
县财政局、部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进
行政府采购协定知识专业授课，并召
开座谈会研讨政府采购协定在海南的
试点问题。

财政部、世贸组织秘书处来琼
进行培训指导

助力我省政府采购
对外开放试点工作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梁振君 王培
琳）12月11日，主题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与中日产业合作新机遇”的2018第三届中日活
力化论坛在海口举行。来自中日两国100余名专
家与企业界人士围绕“大健康产业发展新趋势与中
日合作新机遇”“中日健康产业的经验互鉴与制度
创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给中日健康企业带来
新机遇”等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和探讨。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13亿人的健康服务需求
全面增强，中国的健康服务业有望在未来成为全
球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医疗健康服务市
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深化中日医疗健康产业
合作，将释放中日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海南最
有条件成为全国首个医疗健康市场全面开放先行
区。日本在健康医疗领域享有“全球寿命最长，医
疗服务最优”的声誉。作为人均寿命世界排名第
一的国家，日本医疗健康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建立了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培育了大量的优秀
人才。嘉宾们建议，要把医疗健康产业作为中日
服务贸易发展合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把依托优良
的生态资源环境加快医疗健康服务业市场开放作
为重大任务。海南在加快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打造成为国际化高端医疗合作中心的同
时，把博鳌乐城先行区的某些政策向全岛推开，为
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提供重要条件。

本届论坛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深
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

2018中日活力化论坛举行
探讨中日医疗健康产业合作

海南发布惠台30条措施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2月10日12时-12月1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0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26

22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姚磊）12月11日上午，塞舌尔共和国维多利亚
市代表团一行来琼，代表塞舌尔艺术设计学院与
琼台师范学院签订合作意向书，并为两校艺术交
流中心揭牌。

据介绍，塞舌尔共和国是一个群岛国家，坐落
于东部非洲印度洋上，全境半数地区为自然保护
区，享有“旅游者天堂”之美誉。其首都维多利亚
市是海口市的友好城市，为该国唯一的城市和港
口，育有珍贵的海椰子树。近年来，维多利亚市与
海口市围绕椰雕艺术进行过多次交流。2017年，
我省椰雕艺术家还曾赴维多利亚市参加椰雕艺术
展，并在当地开展椰雕工艺培训及交流活动。

根据合作意向书，塞舌尔艺术设计学院与琼
台师范学院将以两校艺术交流中心为载体，在师
生互派、技艺培训、学术交流等方面积极开展合
作。艺术交流中心揭牌仪式上，塞舌尔椰雕工艺
美术家唐纳蒂安·弗雷米诺和海南省级椰雕艺术
传承人吴名驹获颁交流大使荣誉证书。

当天下午，中非代表还共同参与了主题为“热
带海岛非遗传承与发展”的国际学术论坛，围绕
《塞方椰雕技艺传承与发展》《非遗发展专题研究》
《非遗传承工作报告》《海南昌江黎族原始制陶技
艺的活力水平与教育传承实践研究》《海南椰雕技
艺传承与发展》《文创产品开发报告》等主题进行
演讲和研讨。

塞舌尔艺术设计学院与琼台师范学院
签订合作意向书

两校艺术交流中心揭牌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
傅人意）12月11日晚，海南农产品
品牌推介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会上公布了2018年十大省级
农产品公用品牌、海南省农产品公
用品牌统一的LOGO和包装设计，
以及海南省农产品公用品牌统一的
标语为“海南农品，四季领鲜。”

2018年十大省级农产品公用品

牌为：海南芒果、海南莲雾、海南火龙
果、海南蜜瓜、海南荔枝、海南地瓜、海
南胡椒、海南咖啡、海南黑猪和海南好
米，接下来将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规
划、统一LOGO与包装设计、统一追
溯、统一管理等“五个统一”进行打造。

近年来，海南按照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要求，发挥独特的资源优势，
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打响

海南热带农产品品牌，取得较好的
成效。我省每年出岛绿色鲜活农产
品近1000万吨，建立最严格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创建近70家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与农业农村部共建
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省和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今年还启动了十大海南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创建行动，海南农业
正朝着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兴

农、科技兴农的方向加快发展。
一年一度的冬交会是展示海南

农业农村发展成果、促进农产品贸
易流通、深化现代农业对外开放的
重要平台。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
员、理事会副主任王伟，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何西庆，副省长刘平治，省
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出席推介会。

海南农产品品牌推介会公布十大农产品公用品牌标语

“海南农品 四季领鲜”

◀上接A01版
积极解决台胞子女入学问题，明确在购房、申请公
租房、参加公益性活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台胞
同等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台胞可竞聘事业单位管理岗
位。“此前海南事业单位多以聘用的形式吸纳台
胞。该措施实施后，台胞在事业单位工作将有编
制，而海南事业单位的管理层人员很有可能从台
湾同胞中产生。”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省
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耿介绍说。

海南惠台30条措施还明确规定，已在海南领取
《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且其家庭在海南无房和无
购房记录的，可购买一套住房，突破了我省的限购政
策，台湾人才亦可以享受海南人才引进的购房政策。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海南注册的台资企业共
1800多家，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来
琼创业、就业的台湾同胞日趋增多。刘耿介绍，措施
的出台经过了大量调研和座谈，既突出了海南特色
和改革创新，也十分重视台胞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近日，在东方市迦南兰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们正在花棚里培育兰花。合作社成立于2010
年，收集兰花原生种1000多种，今年继续加大扶贫力度的投入，使受益贫困户达787户3283人，让贫
困户转型升级为技术农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彭珊珊 摄

兰花俏 社员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