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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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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主会场
活动4月6日至9日举行
主会场设在陵水、五指山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刘操）3月20日
上午，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新
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今年的“三月三”活动以“爱与感恩”为主题，主
会场活动将于4月6日至4月9日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和五指山市举办，海南13个市县也将举办丰
富多彩的分会场活动。

发布会上透露，“三月三”开幕式暨“爱与感
恩”主题文艺晚会将于4月7日在陵水海航体育
场举行；祭祀袍隆扣大典将于4月7日在五指山
市水满乡黎峒文化园举行。

在陵水主会场，包括民歌对唱、竹竿舞大赛、
传统体育竞技和趣味活动、黎锦苗绣技艺展示及
比赛等将精彩上演，同时，开辟多条特色旅游线
路，突出民族元素和地方特色，让游客能够全面体
验陵水特色。

“三月三”是海南黎族苗族同胞最盛大的民
间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由省政府主办，
2008年以来，琼中、三亚、乐东、东方、五指山、
昌江、白沙等市县相继举办主会场活动，活动的
内容与形式不断充实创新，民族和地方特色更
加突出，更加贴近生活和群众。当前，海南“三
月三”已成为中外游客了解海南少数民族文化
的重要载体。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王芸）近日，由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省工信厅下属的海南省党
政信息中心与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3
家单位合力打造的政银数据信息传
递通道正式投入使用，该通道成功实
现35项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共享，真正
做到让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路。

以往企业完成注册登记后到银

行开户，银行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中拷屏企业注册登记信息与
客户提供的营业执照照面信息进行
核对后，手工将注册登记信息逐一录
入银行系统，效率低，这是造成企业
等待时间过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痛点，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省党政信息中心、中国银行海
南省分行等部门统一认识，主动作

为，突破常规，创新合作模式，以科
技引领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发挥
企业工商注册数据作用，从数据安
全性、快捷性等多维度进行充分论
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动政务
数据共享平台与中国银行业务系统
的数据对接，历经1年完成了数据梳
理、系统接口编写、系统连通性、数
据信息传递准确性测试等工作，终

于打通了政银数据信息传递通道，
成功实现35项企业工商注册数据
共享，通过接口调用可以实时准确
映射到银行系统，有效解决了银行
开户时间过长的问题。

据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政银数据信息传递通道畅
通后，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开户时间
缩短半个小时，开户时间有效控制在

1小时以内，受到客户的好评。该项
目的顺利实施成为政银创新合作提
高市场效率，改善我省企业营商环境
的成功案例。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将继续主动深化与政府部门多
层次、全方位合作，助力我省经济和
企业更好、更快发展，为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文城3月20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张枥尹）海南日报记者
3月20日从文昌市获悉，由中皓新
能源规划设计的 2 座新能源智慧
体验中心将在文昌落地建设。据
悉，这是3月5日《海南省清洁能源
汽车发展规划》发布后，我省首个
落地的清洁能源汽车相关基础设
施，该项目建成后将具备充换电

站、清洁能源汽车体验、配套商业
等功能。

据了解，目前海南在清洁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方面存在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车辆使用环境不成熟、区
域发展不平衡、认识不到位等问题。
3月5日发布的《海南省清洁能源汽
车发展规划》明确，2030年海南将全
域禁止销售燃油汽车，要完善多样化

的应用配套和基础设施支撑，打造自
我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
汽车生态圈。

即将在文昌开工建设的中皓新
能源智慧体验中心将实现统一规划、
设计、建设，由专业运营团队运维管
理，可以充分保障车辆及站内设施安
全。单个中皓标准集中式充换电站
能够提供约160个就业岗位，每年预

计将为地方政府创造约300万元以
上的税收。

此次文昌市政府和中皓新能源
联袂合作，将为文昌的汽车清洁能
源化提供坚实基础。据透露，中皓
新能源未来计划在海南全省投资布
局100座以上新能源智慧体验中心
和便民驿站，投资总额度将超过60
亿元。

民生银行上线
“单一窗口”服务功能
助力国际贸易便利化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冯娴）近日，民生银行海
口分行成功上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金融服务功能，为省内广大进出口企
业提供“全流程、全线上、一站式”综合
金融服务，进一步助力国际贸易便利
化，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据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
由国家多个部委共同打造的一站式
政务服务平台，进出口企业通过“单
一窗口”平台登录，即可一次性提交
国际贸易各环节所需单证和信息。
在便利企业申报的基础上，民生银行

“单一窗口”又推出了金融服务板块，
拓宽了企业线上办理金融业务的渠
道，实现了一站式办理通关、物流、支
付、外汇、退税、融资等业务。

作为“单一窗口”金融服务功能
的首批试点银行之一，民生银行海口
分行将为进出口企业提供“单一窗
口”综合金融服务。进出口企业可通
过“单一窗口”选择民生银行办理预
约开户、跨境汇款、结售汇、汇总征
税保函等业务。企业在“单一窗口”
平台与民生银行完成在线签约，可
直接向该行提交业务申请，节省了
往返银行的时间。下一步，民生银
行将推出契合企业进出口场景的关
税贷、退税贷等贸易融资服务。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行将充分发挥其在金融创
新及科技开发方面的优势，向更多
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
捷的金融服务，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本报嘉积3月20日电（记者丁
平）3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康祥路看到，
一块写有“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
国际诊疗中心”的牌子竖在博鳌一龄
生命养护中心前面。“这标志着，韩国
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国际诊疗中心

进入正式运营阶段。”博鳌一龄生命美
丽养护中心院长陈墨涵介绍。

据了解，去年12月20日，在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一龄医
院管理集团与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
联合，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成立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国

际诊疗中心。随后，仅用了13天的
时间，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就派出
专家团队进驻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
心，开启医美整形首诊服务。

陈墨涵介绍，截至3月19日，韩
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国际诊疗中
心开展的30多台手术，成功率百分

之百，患者满意度高。
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院长裴俊

晟表示，目前，该医院做的主要是抗
衰老、眼部美容手术。正式运营后，
将有更多的医生来到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给患者提供多样化
的服务。

我省畅通政银信息传递渠道
35项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实现共享

2座中皓新能源智慧体验中心将落地文昌
项目建成后将具备充换电站、清洁能源汽车体验等功能携程今年将在海南

开设25家线下门店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记者
赵优）海南日报记者3月20日从携
程旅游获悉，携程近日已正式启动
旅游门店落地海南的计划，本年度
将在海南开设25家线下门店。目
前，该计划的前期调研工作已完毕，
即将进入实施阶段。据了解，此举
将为本土游客“走出去”提供更多选
择，助力我省出境游发展。

携程旅游渠道事业部相关人士
表示，海南旅游吸引力巨大，且国际
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省内4家
机场去年合计旅客吞吐量近4500
万人次，旅游地接市场规模达到30
亿元。相比之下，海南人组团出游
费用却只有5亿元左右的体量，未
来发展空间极大。近几年，中国国
旅、驴妈妈等线上线下品牌陆续落
地海南，此次携程旅游门店的进驻，
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各方对海南组团
市场的看重。

东方今年计划建设
18个省市重点项目
总投资约136亿元

本报八所3月20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苏群）海南日报记者3月20日从东方市发改委获
悉，东方今年计划建设18个省市重点项目，预计投
资135.85亿元。其中，政府投资项目13个，总投资
51.16亿元；社会投资项目5个，总投资84.69亿元。

据悉，今年东方市省市重点项目个数由去年
的52个简化为18个，注重坚持符合“多规合一”
和海岸带开发与保护的原则，不允许违反生态红
线和破坏生态环境；坚持“少而精”和“宁缺毋滥”
的原则，将真正具有较大投资体量、较大建设规
模、较强带动作用以及能形成产业集聚和补短板
惠民生的项目，优先安排为重点项目。

为确保各重点项目顺利推进，东方市委、市政
府制定了《东方市2019年省市重点项目投资工作
责任分解表》，要求各项目分管市领导和牵头责任
人要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深入一线，着力解决项
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力确保目标任务如
期完成。

据了解，2019年东方市计划建设的18个重
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40.84亿元。其中新开工
项目6个，总投资19.03亿元；续建项目及竣工项
目12个，总投资116.82亿元。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19日12时-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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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8

1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4

32

30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3月20日，俯瞰海口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工程南岳溪桥段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景象。
据了解，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工程是海口市江东新区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路，总投资约1.92亿元。项目

起点位于白驹大道与琼山大道交汇处，至桂林洋防潮堤止，全长约8.63千米。
“南岳溪桥跨度约40米，宽约60米，长度逾百米，是项目中最大的一座桥梁。”白驹大道延长线项目总指挥黄兆庆

介绍，目前正加快桥梁基础架构施工，力争今年8月前完工，为后续道路贯通施工做好基础工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江东新区
建设忙

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诊疗中心正式运营

◀上接A01版
近日，他在博鳌超级医院成功接受了
胰腺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治疗。“没想
到在家门口就把大病治好了。”王先
生感动地说。

有序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琼海市
人民医院去年成为全省首家县级三
甲综合医院。以西京医院原骨科主
任医师、临床博士张春礼教授为学科
带头人的运动医学科，在琼海市人民
医院揭牌，这也是我省首个运动医学
专科。副院长麦鸿飞说：“医院现有
高级职称的医生127人，神经外科、
重症医学科等去年被评为省级重点
学科。”医院投入3825万元，引进移
动式C臂X光机、全自动生化分析系
统、全自动血液分析系统、输尿管镜

系统、高档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等高精尖医疗设备，为治好患者大病
创造条件。

推进镇村医疗机构标准化、医疗
服务一体化建设，村民不出村、不出
镇也能享受好的医疗服务。基层卫
生院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信息化平
台，给居民提供精准的分级诊疗服
务。近日，嘉积镇市民叶娇艳咽喉发
炎到离家不远的嘉积镇卫生院看
病。当她把就诊卡放在电脑读卡器
上时，卫生院医生曹德善就已经对她
以及她的配偶、子女过往病情一目了
解。嘉积镇卫生院院长王馨渔说：

“患者诊疗信息与公卫科居民健康档
案管理、家庭医生签约管理数据共
享，可以让医生对居民做到更精准的

分级诊疗。”

特困人员获得好的供
养和救助

“建立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并重
的养老服务网络，让老人安享晚年。”
市民政局主要负责人说，去年该市累
计发放供养资金和敬老院管理经费
2082万元。

通过政府补贴购买服务方式，设
立嘉积镇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嘉
积镇和周边社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家政服务、康复疗养等服务，这一创
新举措深受老年人欢迎。3月17日，
记者在嘉积镇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看到，这里有兴趣活动室、医务室、阅

览室、书画室、棋牌室等功能室。61
岁的王世熙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
我们只能在家看电视，现在可以在这
里健身、跳舞、练书法和画画，每天都
忙得不亦乐乎，享受美好生活。”

建立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体
制，让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生活在社会
大家庭，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阳江镇东兴村留守儿童钟蕃璠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镇里有很多人
经常来我家，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情
况，还为我做健康体检，送来慰问
金。我觉得一点也不孤单。”

据悉，去年琼海累计发放各类社
会救助金和保障金共1.17亿元，惠及
全市民政对象近4万人。

（本报嘉积3月20日电）

琼海：一本民生账 写满幸福感

海师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引导学生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周元 陈卓斌）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我省培养教师的“摇
篮”，海南师范大学3月19日召开座谈会专题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思政课教师以习近平总书
记“六要”要求为指引，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
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海师校党委班子成员、各党委（党总支）书记
及副书记、专家学者、青年思政课教师、博士生代
表等参加了19日的学习座谈会。海师党委委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黄忆军作为海南省思政
课教师代表之一，作专题发言并回顾了参加全国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经过，结合自
身经历和工作谈了心得体会。他表示会后将从自
身做起，与学校思政课教师一起，继续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而努力。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习明认为，高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不仅是思政课教学的主要阵地，更承
担着培养优秀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任务，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马克思主义学院将以建设“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为契机，不断探索教育教
学改革新模式，打造令学生终身受益的思政课堂。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红梅表示，新时代
的思政课老师要坚定贯彻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以习近平总书记“六要”要求为指引，政治立场鲜
明、有家国情怀、有国际视野、言行一致传播正能
量，做学习、实践、引领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者和传播者，做好“两个
维护”，使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真学、真懂、真信。

专题学习座谈会还对海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出具体要求和部署。

开展排水管道清淤修复
海口今年计划
实施39个项目

本报海口 3 月 20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陈敏）海南日报记
者 3 月 20 日从海口市排水管道养
护所获悉，为提高雨季汛期城市应
急排水能力，该所今年计划实施排
水管道清淤修复项目39个，目前已
开展6个。

据介绍，鼓楼街及靖南街排水管
道清淤修复项目等2个项目已完工。

南海大道国度建材家具城对面
（高铁城西站段）雨水方沟抢修项
目、文明中路合流管道清淤修复项
目、大同路（友谊天桥至大英西路
段）排水管道清淤项目、长滨北路及
镇海路雨水管道清淤项目等4个项
目正在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