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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月20日给美国盖茨基金
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回信，感谢他和
盖茨基金会对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调、
共同抗击疫情。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在中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你和夫人
领导的基金会慷慨解囊，你给我写信
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我对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疫情发生以后，我提出
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的总要求，我们举全国之力进行防
控，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
举措，取得了重大成效。我们坚决维护
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坚决
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努力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习近平表示，我一直讲，人类是一
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
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
器。盖茨基金会很早就加入全球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发挥了积极作
用。我支持盖茨基金会同中方有关机
构的合作。我也期待国际社会加强协

调，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而一起努力。
盖茨基金会由比尔·盖茨及其夫

人梅琳达共同成立，在疾病防控、扶贫
减贫等多个领域同中国长期开展合
作。1月27日，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
500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之后，承诺投入最高1亿
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
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
发等方面的工作。近日，比尔·盖茨专
门致信习近平主席，赞赏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表示
将坚定支持中国打赢这场关键战役。

习近平给比尔·盖茨回信
感谢盖茨基金会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不能阻挡改革开放步伐
——海南自贸区（港）开年建设观察

■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吴茂辉 陈凯姿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疫情不能阻
挡中国最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步伐。重任在肩
的海南将疫情防控作为自贸区（港）建设风险防控的实
战演练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试金石”，在做好疫情防控
和恢复生产的同时，紧抓自贸港政策研究和承接准备
工作，力求早安排早收获。

消毒、测温、登记，完成严格手续后，记者来到位于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设备平稳运行，员工们都戴着口罩上班。尽
管疫情给产品销售带来一定影响，但该公司仍正常生
产。“相信影响会很快过去，尤其是海南将建设自贸港，
我们非常期待！”公司销售部副部长范华伟说。

位于海口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几
十米高的升降台上，焊工紧张作业，施工棚内火花四
射。300多名工人“春节不停工”，坚守至今干劲十
足。不远处，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工地机器轰响，第一
批56名已返岗的技术工人正在紧张作业，该项目总投
资128亿元，是海南自贸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据海南省发改委统计，截至19日，全省投资500万元
以上仍在建、拟复工或新开工项目588个，比15日增加
249个。生产建设火热图景的背后，是海南近年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成色的检验，也是自贸区改革开放红利的释放。

近日，海南推出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
为企业疫情下面临的产品损失、人员隔离等提供风险
保障，最高可赔付200万元，广受企业好评。首单保险
参保企业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成栋
说：“有了这个保险，我们放心生产！” 下转A08版▶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况
昌勋）2月22日，省长沈晓明以不打
招呼、不用陪同、直奔现场的方式，
来到海口市部分商场、批发市场等
经营性场所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了
解恢复营业情况。

日月广场、新城吾悦广场内的
部分服装、日用品、餐饮及免税店
等正在有序恢复营业。沈晓明以
普通消费者身份，随机走进几家店
铺，了解防控措施及恢复营业后人

流、销售情况。各店铺在入口处均
设置了检查点，但是防控措施和标
准不一，有的需要扫描个人健康码
并测量体温，有的需要填写个人
信息及测量体温，有的仅需测量
体温。沈晓明指出，部分检查点
多人共用一支笔登记个人信息，
存在交叉感染隐患，要大力推广使
用海南健康一码通，实行扫码进
出商场、无接触式信息采集，既方
便顾客，又能让检查人员可以快速

识别、记录。
南北水果批发市场内，各类水

果琳琅满目，批发商、采购商正在开
展交易。沈晓明与采销人员交流，
询问芒果、菠萝、香蕉等海南上市水
果销售价格，了解市场交易情况，对
产销环节顺畅运行表示肯定。

暗访后，沈晓明指出，海口消费
零售业和批发市场复营业总体上比
较有序、值得肯定。当地政府及相
关部门要加强对经营性场所的指

导，规范做好场所入口等处健康检
测工作，大力推广使用海南健康一
码通，不断扩大应用场景和功能；保
持营业场所环境整洁卫生，对电梯
扶手、公共桌椅座椅等高频率接触
的物体表面进行定时消毒；科学合
理控制店铺人流量，防止人流密集
度过高；精准精细做好各项防控措
施，避免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
风险，推动消费零售业和批发市场
有序恢复营业。

沈晓明暗访消费零售业和批发市场疫情防控和恢复营业工作

李军到海口暗访调研
农业复工复产情况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金昌波）2月22日，省
委副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军深
入海口市就农业复工复产情况进行暗访调研。

在海口新埠岛海鲜大世界，李军与市场管理人员、
商贩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顾客进场排查流程、市场行情
及收购渔民海鲜产品情况，鼓励经营户增强信心、保持
定力，持续复工复产、共渡难关。在用本上村、田边村、
演村、蛟头村等地，李军随机走访村口检查卡点，询问
了解近期疫情排查、村民务工情况，要求当地及时纠正
简单封村、封路等“硬隔离”措施，为村民外出务工创造
便利条件。在江东大道项目、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
化中心工程项目、瑶城村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工地，李军
详细了解防疫措施、复工进度、用工缺口等情况，对施
工单位积极吸纳本地农民工务工解决复工“用工荒”的
做法表示肯定。

在调研中，李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复工复产的部署要求，坚决取缔一切不
利于企业复工复产、阻碍农民工返工务工的极端做法，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用工方与当地党
委政府的衔接沟通，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大力提倡使用
本地农民工，在加强工地健康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实
现满负荷施工，想方设法把工期抢回来、把损失补回
来。要推进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
等项目尽快复工，鼓励本地劳动力就近就地务工、多渠
道增加收入。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石雅童）碧空朗朗，椰风
习习。2月22日14时50分，滞留在
海口的103位湖北游客乘坐的海航
HU7397包机从海口启航回家。

受疫情影响，一部分滞留在海南
的湖北游客急需返回武汉复工。海
口市委市政府与湖北省政府驻海南
办事处、海南省湖北商会及部分志愿
者密切协作，按照《武汉市防控新型
肺炎期间在外人员返汉工作实施方
案》的要求，组织滞留在海口的湖北
游客乘包机从海口返回武汉。出发
前，这103名旅客被安排在统一酒店
集中住宿，并进行了核酸检测。

13时30分，旅客们陆续抵达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欢送仪式上，大家
都收到了一个大红色爱心礼包，里面
有爱心企业捐赠的手套、口罩、防疫
用品及海口特产。礼包上，一句“椰
风相伴樱花开，琼岛携手江城情”的
温暖话语，阐释了海南与湖北人民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

“海口的风景美、人更美。在滞
留期间，我们收到了满满的关爱和
温暖。”看着即将起飞的飞机，武汉
旅客郭晓静忍不住抬头看了看海口
的蓝天、白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有
些不舍。

郭晓静说，他们一家六口1月
28日来到海口后，就被安排住进了

健康管理服务中心。“美兰区政府专
门安排了湖北籍政府工作人员和我
们对接。入住后，我就收到了一条

‘老乡，有幸为您服务！’的短信。期
间，小孩需要牛奶，老人要喝粥，这
些特殊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管理中

心还给我们提供了莲雾等水果，想
得非常周到。过年期间，我孩子上
辅导班的网课， 下转A02版▶

回家！103名滞留海口湖北旅客乘包机返乡

2月22日，滞留在海口的103名湖北旅客乘包机返乡。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我省发布
新版疫情防控
分区分级区域图

（A03版）

我省有序恢复
商贸服务行业经营
■多家商场开门迎客
■一批餐饮店推出外卖服务

本报海口 2月 22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李学锋）2月22日，海口日
月广场、三亚夏日百货、海口东方广场
等商场纷纷开门迎客，加入恢复营业
的行列。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我省有序恢复商贸服务
行业生产经营，加强市场供应，服务百
姓生活。

目前，我省大型超市、农贸市场基
本均已营业；海南友谊阳光城、海南望
海国际广场、海口万达广场、海口新城
吾悦广场、儋州夏日广场等商场近日
陆续恢复营业，不少商场还推出线上
商城；各市县餐饮企业积极应对疫情
挑战，一批餐饮店推出外卖服务。

海南望海国际广场2月21日恢
复营业，商场内的化妆品、服装、电
器等领域的品牌销售恢复正常，从2
月 21日的销售情况看，销量靠前的
商品包括化妆品、数码电器等产品。
海口日月广场一批商户恢复营业，其
中日月广场免税店2月20日恢复营
业。星巴克、肯德基、必胜客、奈雪的
茶、蛙来哒、新一番等商家提供外送
服务。

我省16个市县（区）
城市客运正常运营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2
月22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截至2
月22日 16时，儋州、琼海、文昌、五
指山、东方、澄迈、定安、白沙、陵水、
琼中、乐东、昌江以及洋浦部分公交
线路和巡游出租车已恢复运营，加之
持续正常运营的海口、三亚、万宁（出
租车持续运营），全省城市客运已恢
复或保持正常运营的市县（区）已达
16个。

目前海南岛内尚未恢复运营的还
有保亭、临高、屯昌等3个市县，其中
屯昌、临高定于2月24日恢复运营；
保亭也已制定恢复运营方案。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袁宇
林书喜 郭萃 李艳玫

测体温、登记健康信息……2月
22日15时，在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哈
罗公学项目工地入口处，安保人员对
每一名准备进场的工人进行检查。
在项目建筑内部，工人们正忙着进行
室内装修。

“教学楼、宿舍楼里的装修工作
已全面铺开。”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薛
如冰指着6栋主体结构已完工的大
楼说，项目现有100多人在施工，还
有一大批工人隔离期即将结束。未
来几天，项目施工人员将逐步增加。

“作为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重点先行区域，海口江东新
区一些重点产业项目实现不间断施
工，美兰机场二期、文明东越江通道

等一批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施
工过程中没有发生人员感染事情。”
海口市美兰区委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身处“非常时期”的海南重
点园区和企业有序有力复工复产的
写照。随着疫情防控工作向好发展
及推动复工复产措施的不断完善和
落地，园区和企业发展信心正不断
增强。

重点园区复工复产忙

2月21日上午，位于海口国家高
新区药谷工业园二期的海南皇隆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内，工人正
忙碌地生产防疫药品。“我们2月2日
就投入复工复产，目前公司产能已恢
复至春节前的80%以上。”海南皇隆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益智说。

截至2月20日，海口国家高新
区现有企业共478家，已复工企业
256家，复工率53.6%。其中园区内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现有58家，已复
工52家，复工率为87.9%。

园区是落实中央赋予政策、推动
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海南自
由贸易港发展的重要平台。围绕“三
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和三大主导产
业，海南规划建设海口江东新区、洋
浦开发区、海口国家高新区、崖州湾
科技城等三大类20个重点园区，努
力把园区打造成自贸港做大流量的

“量点”和突出实效的“亮点”。
连日来，重点园区企业努力降低

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抢抓春节后
施工生产的黄金季节，迎难而上复工
复产，努力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多作贡献。

洋浦开发区是海南实体经济发
展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打造成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先行区示范区、全
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重任。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当前
我们要扎实做好四个政策包的落实、
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划定、招商引
资、船籍港和船舶注册租赁政策落
地、重点项目建设、已签约项目落地
建设等12项重点工作。”洋浦开发区
工委书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周军平表示。

海口国家高新区复工复产率也
在逐渐提高。2月20日，齐鲁制药
（海南）有限公司满载着160万支注
射剂和10万片口服制剂的5辆专业
冻柜货车从海口出发，经深圳出关运
往美国。这是该公司春节以来从海
南出口的首批医药制剂产品，接下来

还将有150余万支注射剂和240万
余片口服制剂出口国外市场。

面对疫情，齐鲁制药在保障国内
市场供应的前提下，一手抓防疫、一
手抓生产，顺利完成了310余万支注
射剂和251万余片口服制剂出口产
品生产工作，并将分两个批次进行发
运，确保药品国际市场的正常供应。

“我们将疫情防控作为首要任
务，密切关注疫情，防范传播，杜绝传
染风险；同时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能
力，暂停各类会议、出差、客户拜访等
活动。”齐鲁制药相关负责人表示，与
此同时，该公司也积极抓好生产工
作，召回690余人到岗，占总人数的
近95%，并迅速恢复产能，截至目前，
公司今年累计完成销售收入逾2.2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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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重点园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重点园区复工复产助推自贸港建设

将战“疫”进行到底！
——写在武汉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 （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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