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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记者金昌波）11月 28
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官方网站上线仪式在海口
举行，省委副书记李军、副省长冯忠华出席。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赋予海南的重大任务和光荣使命，是省委、省政府
确定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
为了更好地展示公园建设进展情况，进一步扩大公园
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年10月以来，我省加快推进公园
官网建设工作，坚持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精心设计网
站架构、版面样式、栏目内容，力求通过科技手段全方
位展示海南热带雨林特色和魅力，将网站打造成为集
传播、展示、服务为一体的全球化、开放式的热带雨林
旅游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启动仪式上，出席嘉宾观看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宣传片，听取了网站建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网
站功能定位、栏目设置、服务内容等情况，共同启动公
园官网。李军、冯忠华充分肯定了网站建设工作，要求
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栏目设计，借助VR漫游技术等
先进手段，丰富网站内容，提升用户体验，使访客足不
出户就可身临其境地欣赏独特的海南热带雨林风光。

省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上线仪式。
（更多报道见A02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李军出席启动仪式

本报广州11月28日电（记者刘操）11月26日，
世界海商领袖投资推介研讨会暨广东省海南商会第四
届理事会就职大会在广州举行，海南省政协主席毛万
春出席活动并讲话。

研讨会主题为“智慧海商，助力海南”。海南省商
务厅相关负责人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模式、途径和我们
的机会”为题进行推介，世界各地海南社团相关负责人
就如何参与海南经济建设、组建世界海商联盟等事项
进行深入探讨，相互交流意见。

在当晚举行的广东省海南商会第四届理事会就职
大会上，主办方宣布广东省海南商会第四届领导机构
人员名单，广东省海南商会会长、执行会长、常务副会
长、副会长宣誓加入广东省海南商会并担任相应职务。

毛万春向就职大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向与会人
员介绍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最新进展情况。他指出，长期以来，广大琼籍企
业家为海南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前，海南全省上
下正凝心聚力、加快推进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希望琼籍企业家面对大好时机，
都能抢抓机遇，取得新的业绩。他强调，海南要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广大干部要把企业负责人当成自
家人，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事，及时回应企业的正当要
求，为企业提供“保姆”式、“店小二”式的服务，要按照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守住底线、不碰红线；要坚持问
题导向，敢于担当，不断优化改进海南营商环境。海南
省政协将发挥职能优势，竭心尽智，积极助推海南优化
营商环境，帮助企业沟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雄出席相关活动。

世界海商领袖投资推介研讨会
暨广东省海南商会第四届理事会
就职大会在广州举行
毛万春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记者
彭青林）11月 28日下午，海南省与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座谈会在海口
举行。省委书记刘赐贵，中国海油
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东进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表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
海南省与中国海油在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共同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刘赐贵对中国海油集团长期以

来给予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
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海油集团
在海南布局了大量项目和业务，近
年来尤其是去年“4·13”以来又进一
步加大在琼投资发展力度，形成了
综合性整体发展的良好态势。海南
正积极配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加
快研究提出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

度体系，加快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
发展，不断完善人才政策和教育、医
疗配套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清洁能
源岛”建设，全力支持中国海油集团
等央企在琼投资发展。希望中国海
油集团紧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总
体规划和功能定位，制定优化在琼
投资发展规划，统筹谋划、科学布
局、集约用地，实现与海南自贸港共
同发展。

汪东进对海南省委、省政府长
期以来大力支持中国海油集团在琼
业务发展表示感谢。汪东进说，去
年“4·13”以来，中央赋予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使命，这不
仅是海南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中
国海油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千载
难逢机遇。中国海油集团将始终把
海南作为重要的投资建设基地和海
洋油气资源开发的重要战略支持基

地，进一步精心编制完善中国海油
在琼发展规划，解放思想、加大步
伐，加快海南区域总部及相关基地
建设，推动海洋石油全产业链与海
南更深层次的务实合作，努力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
省长冯忠华，中国海油集团党组
成员、副总经理徐可强等出席座
谈会。

海南省与中国海油集团座谈会举行
刘赐贵汪东进讲话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
况昌勋 王玉洁）11月28日上午，以

“乡音乡情、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
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
亚开幕。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
3200多名琼籍乡亲代表欢聚一堂，
共话乡情、共谋发展。省委副书记、
省长沈晓明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于
11月27日晚会见了侨领代表。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
委书记刘赐贵以及全省人民欢迎广
大琼籍乡亲回乡参会，并致以诚挚
问候。他说，大家以敢拼、敢闯、敢
为人先的毅力和干劲，在海外谱写

了一段又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佳
话，并始终情牵中华、心系故土，积
极回乡投资兴业、开展善行义举，充
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骨肉
亲情。

沈晓明从发展环境好、政策预
期好、开局起步好、社会反映好等方
面介绍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进展情况。他说，以中央12号文件
为基础的“1+N”政策体系基本构
建，正在对照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
形态，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进程，海南迎来了历史上最
好的发展机遇期。我们还稳步推

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让各位乡亲无论
何时回家，都能够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广大琼籍海外
乡亲是连接海南与世界的重要纽
带，也是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贸港的重要力量。诚挚
邀请大家回家乡投资兴业，参与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共享海南发
展新机遇。

海南是中国著名侨乡，有390多
万海外乡亲（含港澳台同胞）分布在
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会是琼籍华人华侨乡团的国际

性联谊组织，于1989年成立，已经在
10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了15届大
会，发展成为海南联系海外乡亲的桥
梁与纽带。本届大会是时隔15年再
次回到海南家乡举办的。

中国侨联、致公党中央、广东省
委统战部、福建省委统战部、浙江省
委统战部发来贺信。中国侨联副主
席齐全胜、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
张泰超在开幕式上致辞。

童道驰、肖杰、许俊、李国梁，以
及中央统战部、中国侨联、致公党中
央等有关负责人出席相关活动。

（更多报道见A08、A09版）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三亚开幕
沈晓明致辞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为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
《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在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西藏及四省藏区、安徽省，选择50
个县（市、区）开展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其中，海南省有
5个试点县名额，名单将于近日公布。

《方案》要求，试点县应在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范
围内，优先选择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生态保护补偿工
作基础较好的地区，省级发展改革委要按照确定的名
额和要求做好试点市县的筛选工作。

《方案》提出，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加快美丽中国
建设为目标，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重点，以提高
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整体效益为核心，在全国选择一批
试点县开展生态综合补偿工作，创新生态补偿资金使
用方式，拓宽资金筹集渠道，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的
积极性，转变生态保护地区的发展方式，增强自我发展
能力，提升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实现生态保护地
区和受益地区的良性互动。

《方案》指出，本次试点任务包括创新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制度、推进建立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制度、发展
生态优势特色产业、推动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制度化。
到2022年，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资金使用效益有效提升，生态保护地区造血能力得到
增强，生态保护者的主动参与度明显提升，与地方经济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建立。

海南5市县将列入
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

本报海口 11 月 28 日讯 （记者
原中倩 通讯员吉秋平）11月28日，
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公布完整版的2019年《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通过谈判降价和医
保报销，总体上患者个人负担将减
少 80%以上，个别药品负担下降
95%以上。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医疗
保障局了解到，海南将于明年1月1
日起实施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届时
患者用“平民价”就可以买到以往的
一些“贵族药”。

据悉，此次谈判成功的药品多为
近年来新上市、且具有较高临床价值
的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
尿病、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
管、消化等10余个临床治疗领域。

据介绍，此次纳入医保的进口药
品，基本都是全球最低价，成为患者的
福音。在此次谈判中，新增的70个药
品，价格平均下降60.7%；续约的27
个药品，价格平均下降26.4%。其中，
三种丙肝治疗用药降幅平均在85%
以上，肿瘤、糖尿病等治疗用药的降幅
平均在65%左右。

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从国家新医保谈判目录公布来
看，药品降价幅度相当大，患者个人
负担将大大减少。70种好药、救命
药进了医保目录，百姓医疗保障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好药进了医保目录
才能报销，药品才能有销量。同时，
药品经过谈判促成降价，百姓可以买
到低价药，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这是一件共赢的民生好事。

我省明年元旦起实施
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总体上患者个人负担将减少80%以上

本报北京 11 月 28 日电
（记者尤梦瑜 欧英才）11月28
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
动会（以下简称三亚亚沙会）
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暨吉
祥物发布会在北京和三亚同步
举行。

当天上午10时许，北京梅
地亚中心进入“亚沙时间”，近
百名中外记者出席发布会。三
亚亚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亚
沙会筹备进展，宣布火炬传递
计划在倒计时100天启动，并
回答记者提问。

亚奥理事会、国家体育总
局、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三

亚市相关负责人共同启动亚沙
会倒计时一周年装置。

三亚发布会现场，亚沙
会志愿者形象大使正式亮
相，亚沙会官方网站、微信、微
博和抖音等全媒体矩阵全面
上线。

作为三亚亚沙会形象标识
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亚亚沙会
吉祥物也在三亚现场正式亮
相，其亮相的画面同步出现在
北京发布会现场大屏幕上。吉
祥物以海南特有的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坡鹿为原型设
计，取名“亚亚”，代表“三亚”和

“亚洲”。

据悉，三亚亚沙会各项筹
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8000多
名志愿者正分批开展培训，亚
沙会会徽及中英文口号“久久
不 见 久 久 见 ”（See ya in
Sanya）全球发布。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
德·法赫德·萨巴赫发来祝福视
频。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
席、亚奥理事会协调委员会主
席拉贾·兰德·辛格，亚奥理事
会副主席霍震霆，亚奥理事会
副主席、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
委员会主席宋鲁增出席三亚发
布会。

（更多报道见A03、A04版）

亚沙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京琼同步启动

吉祥物“亚亚”动感亮相

亚洲规模最大的沙滩综合性运动会。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将于 2020

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在中国三亚举
行，设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17个竞赛
项目。这是海南首次举办洲际级综合
运动会，也是2020年中国举办的唯一一
个洲际级综合体育赛事。

亚洲沙滩运动会

扫码看三亚亚沙会
专题

扫码看三亚亚沙会
吉祥物揭晓

码上读
11月28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吉祥

物“亚亚”在三亚正式与公众见面。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共收录药品2709个

这 97个药品将全部纳入医保
目录乙类药品范围

与2017年版相比
调入药品218个,调出药品 154个，

净增64个

有70个药品新加入医保报

销的行列，另外有27个药品“续约”

制图/杨薇

吉祥物“亚亚”，以
海南特有的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坡
鹿为原型设计，代表
“三亚”和“亚洲”，象征
着三亚与亚洲和世界
相连，开放融通、命运
与共。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讯《人民日报》11月28日

2版刊发报道《海南 创造更有吸引
力的投资环境》，点赞海南以集中开
工和签约的方式促进项目落地和企
业入驻。

报道指出，自去年11月海南举行
首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以来，迄今7个
批次累计集中开工项目793个，总投
资4352亿元，累计签约项目393个。
一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确立抓项目、
促投资的鲜明工作导向，成功举办4

场大型招商活动，以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瞄准世界
500强、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和知名品
牌企业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引资。

报道全文如下：
11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七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在全省各市县同步举行，本次集中开
工项目共129个，总投资1254亿元。
其中，总投资50亿元以上的项目3
个，总投资10亿至50亿元的项目23
个，总投资1亿至10亿元的项目73
个，计划年底前完成投资105亿元。

自去年11月海南举行首批集中
开工和签约以来，迄今7个批次累计
集中开工项目793个，总投资4352亿
元，累计签约项目393个。一年来，海
南省委省政府确立抓项目、促投资的
鲜明工作导向，成功举办博鳌亚洲论
坛2019年年会招商活动等4场大型
招商活动，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瞄准世界500强、
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企业开
展点对点精准招商引资，并以集中开
工和签约的方式促进项目落地和企业
入驻。 下转A02版▶

《人民日报》昨刊文，点赞海南以集中开工和签约的方式促项目落地和企业入驻

海南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