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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陈建红）9月11日，省卫健
委、省疾控中心有关人员就群众关心
的登革热疫情接受记者采访。据了
解，截至11日16时已有10例患者治
愈出院。全省各市县人民医院被设置
为登革热定点诊治医疗机构，出现相
关症状患者可及时前往就医。

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金玉明介
绍，针对目前77例登革热病例的研
判，传染源为输入性，并非本地传染

源，且均为1型登革热，症状较轻，已
感染群体多为成年居民。目前我省已
经进行全面部署，防止疫情扩散。各
级政府成立登革热防控指挥部；建立
口岸联防机制，尽量阻断病例病源输
入；省内各级医疗机构门诊设立发热
报告制度；全省各市县人民医院被设
置为登革热定点诊治医疗机构。同
时，对海口秀英书场村和海口秀英五
源河两个疫情出现片区，省疾控中心
已经进行了户外环境整治以及入户灭

蚊等工作。
“登革热可防可控可治，大家不必

恐慌，最关键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
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消灭蚊子孳
生地。”省卫健委疾控处处长钟蓬堂再
次提醒，登革热通过蚊虫叮咬在人群
中传播，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程度可
从轻度发热到高热不等，同时伴有皮
疹，面、颈、胸部潮红，以及严重头痛、
肌肉和关节痛等表现（俗称“三红三
痛”）。群众如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

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另外，现时并没有一种有效疫

苗来预防登革热，预防的关键在于
防蚊灭蚊。预防登革热的最佳方法
就是清除积水，防止伊蚊孳生，以避
免给蚊子叮咬。金玉明介绍，登革
热主要传播媒介是埃及伊蚊和白纹
伊蚊（俗称花斑蚊）。“花斑蚊”喜欢
在静止的清水中产卵，例如家中的
花瓶、阳台积水、室外废弃的缸罐、
一次性餐具、轮胎以及竹筒、树洞、

积水容器及潮湿阴暗的场所。“花斑
蚊”白天叮咬人，高峰在早上8-9时
及下午5-6时。

另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到
来，我省赴境内外旅游人员大幅增
多，金玉明提醒大家前往登革热高
发国家和城市旅游时，需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做好防蚊、个人保护措
施。旅游后半个月内如出现发热等
可疑症状，应尽早就医治疗，并向医
生说明旅行史。

我省确定登革热定点诊治医疗机构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马
珂）海南日报记者9月11日从省爱卫
会获悉，为配合做好我省登革热疫情
防控工作，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省爱卫会决定集中开展全省性的
爱国卫生运动，并印发《海南省“清洁
家园 灭蚊防蚊”爱国卫生运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要求，以“人人知晓、人人
关注”为宣传发动总目标，扎实做好灭
蚊防蚊的宣传发动工作。组织病媒生
物防制专业人员深入到乡镇、街道社

区、村庄，特别是沿海乡镇的村庄，传
播灭蚊防控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防
范能力。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发动单位、
住户全面做好环境卫生治理，彻底
清理乱堆乱放和各种杂物，彻底清
除各类小型积水等蚊媒孳生地，做
到不漏一村（社区、小区）一户，不留
死角，确保“布雷图指数”控制在安
全范围以内。要切实做好建筑工
地、学校、单位、小区等重点场所灭
蚊防蚊工作，统一组织对建筑工地、

花卉苗圃、废品收购站、轮胎存放
点、废弃旧厂房等重点隐患场所进
行彻底清理，统一组织对公园绿地、
城乡各种下水道进行疏通清理，并
完善专门的灭蚊防蚊措施。要广泛
开展城乡环境整治，每周或定期组
织机关干部、志愿者等，开展以重点
清理城中村、城乡接合部、道路沿
线、市场及其周边环境卫生，彻底清
理卫生死角的统一行动。

组织疾控机构和专业公司等专业
力量做好蚊媒监测和消杀工作。根据

监测结果，对各类场所尤其是市场、车
站、景区、宾馆，以及蚊媒密度偏高的
建筑工地、学校、单位和居民小区、部
分重点乡镇（街道）的外环境等重点场
所统一开展化学药物消杀，科学杀灭
成蚊。

大力宣传防蚊虫叮咬的家庭、
个人和重点单位（场所）防护知识，
积极推行家庭和重点单位（场所）安
装纱门、纱窗，引导家庭和集体宿舍
（如学校宿舍、工地宿舍）使用蚊帐、
蚊香、灭蚊灯、杀虫剂等安全有效的

防蚊灭蚊手段。引导群众加强个人
防护，尽量避免或减少在蚊虫密度
较高的场所停留和活动，注重加强
每日蚊虫活动高峰期的个人防护工
作。重点督促建筑工地、学校、医
院、宾馆、旅店等单位（场所）加强纱
门、纱窗和蚊帐等防蚊设施，以及手
段建设，积极推广使用安全有效的
蚊香、灭蚊灯、杀虫剂等药械，以最
大限度做好人员集中场所的防蚊灭
蚊和个人防护工作，从而降低蚊虫
叮咬风险。

我省集中开展“清洁家园 灭蚊防蚊”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王玉
洁）近日，俄罗斯人埃琳娜·谢勒梅托
娃在办理外国人来琼工作许可证时，
感受到了便捷和高效：“两个多星期就
拿到了工作许可证，比预想的提前了
一个多月！”

据了解，省外专局把外国人来琼工
作许可预审权限下放到园区，给到园区
就业创业的外籍人员提供便利。“外国
人在海南申请办理工作许可证的部分

材料如果没有及时办理完成，可以先承
诺后补办。”海南生态软件园外籍人才
服务平台工作人员说，这样一来，便大
大节省了外籍人员拿到证的时间。

目前，全省像埃琳娜·谢勒梅托娃这
样拥有有效外国人来琼工作许可证的外
籍工作人员共1461名，来自全球90多个
国家，以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加拿大
等国为主，工作地主要集中在海口、三亚。

“这些外籍人员主要是高级管理人

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管理人员约占
总数的40%，专业技术人员占60%，八
成以上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省
外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外籍人员
主要分布在旅游服务、教育、交通运输、
商务服务等行业和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人员来我省就业创业的趋
势逐渐上涨。俄罗斯、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国家的项目和人员陆续入驻
海南生态软件园等产业园区，逐步形
成外籍社群聚集效应。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8月
起，海南逐步扩大外国人才申请永久
居留对象范围、放宽签发长期签证和
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拓宽外国人才
引进对象范围，探索在外国人较集中
地区建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站点），
提高对外国人服务管理的水平。

据介绍，接下来省科技厅、省外
专局等相关部门将尽快制定经济发
展急需紧缺的外国人才标准，放宽引
进外国技术技能人员就业创业的审
批条件，推动国际知名众创空间在我
省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在我省建立技术转移
转化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吸引各类外国人才特别是
青年人才来琼就业创业。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系列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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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朝四海开，客从天下来。
再过一个多月，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

领事馆将正式开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外国在海南设立的第一家领事机构，体
现了海南为推动中柬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作出了新努力，同时也表明了当前海南
的对外交往水平上升到了新层面。

2018年 4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推进新一轮
改革开放中，海南要坚持开放为先，实
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建立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

岛屿发展，需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海南具有面向东盟最前沿的区位优势，又
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对外开放基础较
好。开放与合作，是海南迈向新一轮发展
的坚定步伐。一年多来，海南深入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
文件精神，坚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一批重要扩
大开放措施的相继落地——

四小时、八小时飞行经济圈逐步成
形；国际旅游消费不断升级；外国人工
作许可审批时限压缩一半；一批跨国企
业和国际专业机构相继落户海南；利用
外资、进出口贸易额、新增外资企业等
经济指标大幅增长……海南全面扩大
开放之路蹄疾步稳。

创新制度
带动高水平开放

今年年初，海南自由贸易（FT）账户
体系创新运行后，海南国贸有限公司总
经理郑晓波很快完成了第一笔业务，也
从中感受到了它的快捷便利。

“通过FT账户，发出一个指令就可
以完成币种转换，不再需专人买卖外汇，
极大便利了企业开展国际业务。”郑晓波
说，特别是海南、上海两地自贸区FT账
户业务可以实现合作联动及资金的有效
互通运用，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目前，逾3000家企业开设FT账户，
为国际企业进驻海南和海南企业的国际
化提供开放的金融基础环境。

自贸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
放形态。海南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就
要做好顶层设计、创新制度，力争为我
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效制
度供给。

正如省委书记刘赐贵所说，我们
不仅把招商引资的重心全部放在国内
的存量上，更要加大全球招商力度，引
进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海南实际、符合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项目和市场主
体，形成资本增量，既为海南也为全国
作贡献。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制度、设立国际经济发展局、在全国率
先实施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证保险制度
……一年多来，海南各级各部门敢闯敢
试、主动作为，在管理制度、法律、金融、
人才、投资、风险管控、合作平台、人员往
来和文化交流等对外开放的各方面探索
创新，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优化开放环
境，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为实施更加积极
主动的开放战略提供了动力。

这些举措有个共同点，就是通过体
制机制上的创新突破，连接起国际国内
两端的市场，商机无限、前景广阔令更多
国际市场主体和人才有了实际行动。

处在新一轮发展阶段、持续扩大开
放的海南需要更多国外（境外）人才的
加入。

一年多来，海南招商更注重引进外
资，引才更注重引进国际人才，不断畅通

引才渠道。当前全省新增外资企业304
家，5445名外籍人才来琼创业就业居
留，他们活跃在旅游、教育、医疗、海洋、
科技等行业一线，为海南建设发展注入
更多“国际活力”。

提高海南国际知名度和吸引力，除了
请进来，还要“走出去”——海南在外交部
蓝厅举办全球推介活动；借省领导出访之
际推介海南发展新机遇；邀请49国主流
媒体来海南采访，接待驻华使节率团访
琼，并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专题推介会，宣传海南建设发
展成就与机遇……一系列活动，让海南在
国际上的“能见度”大大提升。

瞄准定位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到海南，除了到博物馆探究海南的
前世今生，在骑楼老街感受南洋风情，在
日月湾、分界洲岛尽情享受冲浪，在霸王
岭登山徒步，到免税店“扫货”，打卡三
亚·亚特兰蒂斯冒险项目，到博鳌体验康
养医疗……还能玩什么？

还能到海南国际电影节、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电音节、“一带一路”国际
沙滩足球邀请赛、海南国际旅游岛欢
乐节等文体活动现场“嗨”翻天……这
些丰富、多元、国际范十足的旅游产
品，都在海南开放旅游消费领域、培育
旅游新业态、提升旅游质量后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

每一项摆在游客面前的新选择，都
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的有益探
索。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党中央
赋予海南“三区一中心”发展战略定位
之一，是新时代海南深化改革开放的重
要篇章。

去年，海南启动机构改革，成立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引领我省旅游

与文化、体育的融合，深化在旅游业、文化
体育产业等方面的对外开放。

“我们对标一流、对标国际，加大旅
游综合体、主题公园及中高端旅游、文
化产品的供给，形成一批符合国内外游
客需求的高品质、高层次、高水平的旅
游文化体育消费产品，全面加速产业转
型升级。”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
长孙颖说。

受签证便利、航线航班加密、59国
人员入境免签政策、旅游产品多元化以
及不断创新的旅游营销等因素的拉动，
今年上半年，我省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66.3万人次，同比增长19.3%，国际旅游
（外汇）收入42640.80万美元，同比增长
27.6%。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我
省离岛免税销售金额65.82亿元，同比增
长26.56%。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提
升经济外向度的一个体现。随着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国际企业看
好海南。“海南发展空间广阔，开放领域
不断扩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未来可
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曹宏瑛说。

经济欠发达，原材料、市场两头在外
的海南，怎么吸引企业投资、项目落地？
正如省长沈晓明所强调，营商环境应该
和生态环境一起成为海南的核心竞争
力，海南要围绕“让企业怎么能在海南赚
钱”建设好营商环境。

除了推出极简审批，简化企业“走出
去”流程，海南参照世界银行2019年营
商环境报告体系，不断用国际化视野、一
流标准优化海南营商环境。

一组数据能看出海南营商环境的改
变：今年上半年，海南口岸进口整体通关
时 间 44.94 小 时 ，较 2017 年 压 缩
64.60%，其中海关进口作业时间3.17小
时；出口整体通关时间3.96小时，较2017

年压缩96.44%，其中海关出口作业时间
0.30小时。

一组数据能看出海南对外贸易的增
长：今年上半年，海南新设外资企业163
家，同比增长254%，海南实际利用外资大
幅增长3.6倍。

互联互通
打造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作为一个岛屿型经济体，想和世界
联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需要有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海南提出打造“四小时 八小时飞行
经济圈”——从海南出发，花四小时飞行
时间，可以覆盖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约
占世界47%的人口；花八小时飞行时间，
可以覆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59
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界67%的人口。

通过加快民航机场建设，提升机场
航班保障能力，当前海南国际航线增至
74条，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增至9条。
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执飞境外航线65
条，其中新开境外航线9条、恢复境外航
线5条、加密境外航线4条，为推动海南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
交流奠定联通的基础。

与此同时，面向浩瀚南海，处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海南，正
紧紧抓住港口这一重要抓手，加快洋浦
港建设发展，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枢纽，助力海南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和
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空港、海运航线的加密，能拉动经贸
往来；愈加便利的联通设施，持续开放的
合作意愿，使得海南的国际“朋友圈”进
一步扩大。

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上，海南以热
带高效特色农业为媒，拓展海外朋友
圈。一批又一批热带农业专家们带着技

术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一
批南繁杂交水稻企业到印度、巴基斯坦、
菲律宾等国扩种水稻，他们的辛勤付出
收获了满满情谊。

7月23日，我省与白俄罗斯格罗德
诺州签署缔结友城关系意向书时，该州
副州长利斯科维奇·维克托·安德烈耶维
奇就表示希望尽快开通两省州的直航航
线，密切两省州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
经贸往来。

“当前海南国际友城数量增加至
61个，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
海南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成
果。”省委外办主任王胜说。还有博鳌亚
洲论坛、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圆桌会
议、澜湄合作会议等重大国事活动，分布
在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390万琼籍华
人华侨……都能助推海南密切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往来，助推海
南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中扮演着日益重
要且独特的角色。

任重道远，步履不停。探索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中央赋予海南的
重大历史使命。对标自贸港这一最高水
平的开放形态，海南一次次走出去，考察
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
方法，在主动学习借鉴中积极开启新的
探索创新。

特别是今年2月17日至26日，刘赐
贵率团访问阿联酋、新加坡，并赴香港特
别行政区，宣介海南发展机遇和前景，深
入分析学习国际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
验，在务实洽谈中不断推进与三地多层
次、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如何分步骤、分阶段建立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如何吸引
全世界投资者到海南投资兴业……这些
问题的答案，在海南不断扩大开放的道
路中逐渐清晰，让人期待。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

海南以制度创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迈进

开放加速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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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不断提高服务管理外国人水平

吸引各类外国人才来琼就业创业

海南面向全国
征集瓜菜新品种
包括葫芦科瓜菜、茄果类、豆类蔬菜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记者易宗平）海南日
报记者9月11日从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获悉，该研究院联合海南省种子总站，将举办海南
省2019-2020年度瓜菜新品种展示试验，并向全
国征集瓜菜新品种。

本届瓜菜新品种展示试验的征集行动，面
向全国各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种子生产和
经营企业及育种专家，征集时间将于9月30日
截止。

据了解，此次主要征集适合南方栽培的瓜菜
新品种，包括葫芦科瓜菜（西甜瓜、南瓜、黄瓜、苦
瓜、冬瓜、丝瓜、西葫芦等）、茄果类（辣椒、番茄、茄
子等）、豆类蔬菜等。

海南省2019-2020年度瓜菜新品种展示试
验的地点，位于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热带农
业科技示范园，届时将举办观摩会议，组织专家对
展示品种进行现场评议。

我省大力开展
生态环保公益诉讼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金昌波）9月1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自今年7月
起，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生态环保公益诉讼专
项行动，集中办理破坏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公
益诉讼案件82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81件，监
督纠正了一批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公益侵害突
出问题。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我省生态环保领域
滥伐林木、垃圾处理、水源污染、非法采砂、近
海养殖和食药安全六大突出问题作为办案重
点，采取发现、纠违、督办等三大行动开展专项
工作。

检察公益诉讼的开展，监督纠正了一批长期
以来难以解决的公益侵害突出问题。例如，海口
市秀英区检察院针对近海养殖和非法设置定置
网捕捞渔业资源，破坏海洋生态突出问题，主动
协调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促成海口市农业农
村局专门下发整改方案，先后六次开展联合集中
清网行动，没收违规渔具1426张，查获非法捕捞
渔船33艘。从整体工作态势看，工作力度深度
不断加大，办案质量效果不断提升，专项行动取
得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我省检察机关将继续加大办案力度，
扩大办案规模，提高监督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