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8月29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A05 综合

■■■■■ ■■■■■ ■■■■■

第四届三亚国际文博会
将于12月28日开幕

首次开启夜间逛展模式
本报三亚8月28日电（记者李艳玫）8月28

日，2019第四届三亚国际文博会（以下简称“三亚
文博会”）新闻发布会在三亚举行。本届三亚文博
会将于12月28日至31日在三亚湾红树林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总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将展出
近3万种国内外特色文化和非遗文化展品。据
悉，三亚将打造海南首个开创夜间展览的文博会，
助力三亚开启夜间经济新模式。

据了解，2019三亚文博会主会场将设有9
个展区，涵盖创意设计、影视动漫、数字科技、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健康产业等产品，预计将吸引
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家文化机构和企
业参加。

本届文博会还将举办2019第二届三亚国际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开幕式·三亚文化秀、欢迎晚
宴暨2019第二届三亚国际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颁
奖盛典、2019国际“自贸区（港）建设中的文旅融
合”高峰论坛、2019三亚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推介
会暨签约仪式、三亚市2020新年国际音乐会、“潮
玩夜工坊”等夜间文博会系列活动以及各类主题
文化活动等。

2019第二届三亚国际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于
8月28日启动。作品征集时间截止时间为10月
28日。11月1日至8日大赛主办方将组织专家
组进行初评，11月16日将举行复评。

我省开展保健食品经营企业飞行检查

一批企业被要求限期整改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省市场监管局以

“双随机”方式，组织对我省一批保健食品经营企
业进行了飞行检查。因人员管理、经营过程控制
等方面问题，多家企业被要求限期整改。

从现场检查结果来看，在经过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及
持续推进保健食品“五进”专项科普宣传等活动
后，我省保健食品经营日趋规范，在经营者资质、
条件及产品标签和外观质量等方面未发现问题，
也未发现保健食品虚假夸大宣传的现象。

在人员管理、经营过程控制等方面，海南永敬
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乐东黄流分店未对职工
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未建立食品安全
自查制度；无限极专营店（东方麦记日用品商行）
存在食品经营人员健康证过期、未对职工进行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未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
度、未设保健食品销售专柜等问题；海南鸿翔一心
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东方大道二分店存在普通食
品和保健食品混放的现象；一品红大药房黄流一
分店、海南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乐东黄
流超市、东方养天和大药房龙星店在保健食品存
放等方面存在问题。我省相关部门已责令这些企
业限期整改。

南航在美兰机场推广
“无纸化”便捷登机服务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于璐 杨理政）海南日报记者8月28日从南方航
空海南分公司获悉，为给旅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
务，南航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推广“无纸化”便捷
登机服务。

据悉，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始发，乘坐南航国
内出港航班且无需办理托运行李的旅客，可凭借
有效身份证件和二维码电子登机牌直接办理安检
及登机手续，无需领取纸质登机牌。

南航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购票后，旅
客可登录南航官网、手机APP、小程序、手机网页
选择座位，获取电子登机牌。随后旅客只需提供
身份证和电子登机牌，即可自行通过安检并顺利
登机。

该负责人介绍，“无纸化登机”服务提高了航
空公司服务效率，缩短了旅客出行时间。自南航
海南分公司今年3月推广这一服务以来，在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每天约有500名南航旅客通过该服
务出行，其中以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旅客居多。

2033艘渔船
回港避风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
计思佳）为应对热带风暴“杨柳”，海
口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从8月28日
10时启动《海口市防风防汛防洪应
急预案》IV级应急响应。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海
口已有2033艘渔船回港避风。

截至8月28日14时，海口市农
业农村局通过“集信通”和“北斗”平
台，第一时间向辖区的渔业行政工
作人员、渔船主和养殖户等传递了
热带风暴“杨柳”动向和回港避风要
求等预警信息。经核实海口市共有
2038艘渔船需回港避风，其中在海
南省避风渔船已有2020艘，在外省
避风渔船13艘，仍在回港途中的渔
船有 5 艘。渔民转移上岸统计
4524人，加固转移渔排62户，转移
渔排人员124人。外来渔船88艘，
转移上岸222人。

城际市郊列车
调整开行方案

本 报 海 口 8 月 28 日 讯
（记 者 邵 长 春 通 讯 员 徐 武）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公司
获悉，受台风“杨柳”影响，琼
州海峡封航，进出岛旅客列车
停运。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还从海
南铁路公司了解到，受台风“杨
柳”影响，8月 29日，海南环岛高
铁城际列车、海口市郊列车开行
方案有调整。

据 了 解 ，海 口 市 郊 车 海 口
东开往海口方向 11：13 分开始
停运，海口开往海口东方向 10：
23 分开始停运；海南环岛高铁
东段本线车，海口东站 13：33 分
停止发车，三亚站 12：55 分停止
发车；环岛车三亚站 11：33 分停
止发车，海口东站 11：40 分停止
发车。

启动防汛防风
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椰林8月28日（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陈思国）陵水黎族自治
县自8月28日13时起启动防汛防
风Ⅳ级应急响应，全县各相关单位
和各乡镇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时
掌握风情变化，全力以赴抓好人员
安全、水库防范、城市应急排涝、交
通疏导、地质灾害防范、渔船安全管
理、旅游、港航等方面工作。

据了解，陵水共有 1925 艘渔
船，截至19时30分，全县1925艘
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截至28日中午，全县各大景区
以及沿海酒店均已开展防风工作措
施；农业农村部门及时组织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组织发动群
众做好防风防汛工作等。

此外，陵水县消防救援大队已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各乡镇抢险
队伍已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1日在上海举办

海南交易团采购商报名启动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陈
雪怡）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于11月5日至11日在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举办。海南日报记者8月28日
从省商务厅获悉，海南交易团采购商
报名已正式启动。

进博会拟邀数千家企业参展

2017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
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
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
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加强经
贸交流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

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商

务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世界贸
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
组织等相关国际机构为合作单位。本
届进博会展览面积共33万平方米，其
中国家综合展3万平方米，拟邀请60
个国家参展，只展示不成交；企业商业
展30万平方米，涵盖装备、消费、食
品、健康、服务等五大板块，装备板块
包括轻型装备、重型装备、汽车等；消
费板块包括日用消费品、科技类消费
品、高端消费品等；食品板块包括农产
品、休闲食品、饮料和酒类等；健康板
块包括医疗器械设备、药品保健品、养
老康复等；服务板块包括金融、旅游、
物流、设计、检验检测等。同时，新增

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政策统一发布平
台，组织采购商洽谈对接，设立多维度
体验区、活动区、洽谈区，增强展区辅
助功能。目前已有数千家企业报名和
签约，其中包括大批世界500强和龙
头企业。

我省积极开展招商合作活动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商务部和第二届进博会组委会要
求，我省将组织海南交易团参会、到会
采购。海南将充分利用进博会平台，
紧紧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定位，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用好海南作为中国
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优惠政策，将世
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引入
海南，有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次省商务厅将组织我省有意愿

赴进博会开展采购、对接、洽谈的企业
参会，争取采购成效较首届进博会有
所扩大。同时将积极对接第二届进博
会的到会境外目标企业开展招商洽谈
等活动。

登录官方网站在线注册

根据相关要求，报名的采购商要
求是注册地址在我省并有采购意愿和
采购能力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科研
机构等。结合第二届进博会参展的境
外企业（名单详见进博会官网企业商
业展栏目下的展商名单），各企业可根
据自身需求积极开展展前展中、线上
线下贸易对接和洽谈磋商，争取会期
成交；同时，还欢迎各企业（单位）积极
报名参加组委会组织的各类现场活
动。届时，围绕进口博览会的主题、目
标和定位，结合我省实际需要，省商务

厅将积极组织举办开展高质量、高水
平的现场推介活动，推进我省企业与
境外企业在产业、贸易、投资、技术、人
才等方面加强合作。

有意愿报名的各企业可登录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www.
ciie.org）在线注册报名，如实填写企
业（单位）和参会人员信息。海南交易
团邀请码为10049179172，报名日期
截至9月底前。关于报名费用，参会
人员证件费用由省商务厅统一免费办
理。采购企业人员在进博会举办期间
的住宿，按500元/人/天标准以及实
际住宿天数，最多补助4天住宿费用，
每人住宿补助不超过2000元。参会
单位在进博会期间开展的现场贸易对
接、推介、项目对接、需求发布、签约仪
式等现场活动场地由省商务厅统筹安
排。活动场地需求必须在8月31日
前报省商务厅汇总以便安排。

聚焦第二届进博会海南交易团

海南“最美妈妈”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发掘10名模范母亲
为爱代言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薛盛萍 实习生陈薇伊）8月28日下午，2019寻找
爱的代言人——海南“最美妈妈”大型公益活动在
海口启动。活动将发掘我省百姓身边的典型模范
母亲，记录和传播一批叫得响、传得开、记得住的
海南女性正能量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本次公益
活动由省妇联与上海申亚集团共同主办，将持续
进行至今年9月。活动将广开推荐渠道，组织成
立观察团，按照指定条件，在初评推出的70位候
选人中，评选产生10位海南“最美妈妈”，成为本
次公益活动代言人。此外，活动将组织部分海南

“最美妈妈”候选人代表走访关爱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为孩子们送去党和政府、妇联组织、社会的暖
心呵护。

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凡是有“大志、大善、
大爱、大美”，在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健康向上、尊
老爱幼、教育子女、关心公益、邻里互助等方面事
迹突出的优秀母亲，均可参加本次公益活动。活
动旨在展示新时代海南女性甘于奉献的优秀品
质，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鼓励广大女性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我省多部门部署防御台风“杨柳”
截至昨日12时，8045艘渔船回港避风，转移2.2万名渔业从业人员上岸避风

防御台风“杨柳”

8月28日，武警海南省总队三亚支队组织官兵做好防风救灾各项准备工作，随时奔赴抢险救援现场。
当天，武警三亚支队组织官兵检修装备器材，补充救灾物资，落实各项保障，奋战台风。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周奕 摄

本报海口8月 28日讯 （记者
孙慧）据省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
12号台风“杨柳”将从8月29日白
天开始影响海南岛，琼海、万宁、
陵水、三亚、保亭、琼中、五指山等
市县将出现强降雨。8月 28日下
午，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防御台
风“杨柳”视频调度会上获悉，我省
已启动台风防范工作，截至8月28

日 12时，全省已有8045艘渔船回
港避风，转移2.2万名渔业从业人
员上岸避风。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杨
柳”将给海南岛带来强降雨影
响。截至 8 月 28 日 8 时，全省水
库蓄水量43.82亿立方米，占正常
库容 51.58%。海口、儋州、琼海、
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

江、乐东等市县的水库蓄水量超
过正常库容的 50%，万宁、陵水
两个市县的水库蓄水量较少，低
于正常库容的30%。全省主要江
河及中小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
以下。

从8月27日起，省水务厅已要
求各市县水务部门加强水库巡查，
对未按期完成安全鉴定的病险水

库加强观察和调度，已完成加固除
险，未经蓄水验收的水库，抓住时
机及时开展蓄水验收工作。针对
南部市县将可能有强降雨影响，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将派工作小组
到南部市县指导开展地质灾害隐
患点、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巡查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全省所有在

外作业渔船必须回港避风，并加强
14个沿海市县渔船、渔民、渔港的
防风安全管理工作。

省住建厅也下发通知，要求
全省建筑工地加强安全防范，台
风影响区域的建筑工地要配合三
防部门部署，适时停止施工，可
能出现强降雨的市县要做好城市
排涝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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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琼海市嘉积镇桥头村的
农民在抢收晚稻。为尽可能减少台风“杨
柳”造成的损失，农民正加紧抢收成熟的
晚稻。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台风逼近抢收忙

琼海

武警官兵整装待命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