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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
复工复产金融助力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

起点位于海口市新海港区，接港区规划道路，沿粤海大道、疏
港公路向南布线，穿越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终点位于
G98环岛高速公路原疏港互通南侧，接美安科技新城内部道路。

路线全长 13.327公里，设计标准采用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采用桥梁
高架方式布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严钰景 陈凯姿

“建设海南自贸区（港）翻译服务
中心；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平台三亚中心’；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感
知技术智慧园区……”一块电子屏幕，
一次视频连线，完成了一场场简短却
特别的签约仪式。近日，科大讯飞“云
签约”入驻崖州湾科技城，成为三亚

“云招商”的一个缩影，“屏频联动”促
进了项目会商，助力产业落地。

疫情发生以来，三亚充分利用网
站、公众号等平台，高频次、大范围线
上招商，使用电话、社交软件等加强

与客户沟通联络。三亚中央商务区
管理局面向全球招聘人才，线上初试
复试，从2800多位报名者中初选出
332人。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招商办公
室，没有往日的迎来送往、会客攀谈，
但键盘的飞快敲击声和大屏上互动
开会的场景“热闹”非凡，招商人员戴
着口罩“隔空”洽谈，通过线上往来签
订合同，预计一季度实现亨通集团、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隆平高科、中
船蓝泰加速器等18家涉海、南繁及
高科技企业签约落地。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组织区人
社局、园区40余家企业，和上海交通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召
开人力资源视频交流会,搭建企业和

院校之间的交流平台解决园区用人
需求。截至目前共收到简历 2156
份，通过初步筛选符合岗位条件的
456人，优中选优进入初试的152人，
初试合格进入复试的82人，现已完
成复试49人。

同时，三亚优质农产品也通过
“网红”带货实现超额销售。“我这芒
果是三亚最好销售的，希望大家都来
买一买。”手机屏幕里，戴着口罩的三
亚市市长阿东在海螺农场芒果基地
客串网络主播，向网民推荐三亚的优
质农产品，卖出整整3万公斤海南金
煌芒果，带动线上销售额提升了
60%。

芒果等优质农产品通过“云端”
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南繁基地的科

研育种也在“云”上实现选优采摘。
河南技术学院、广西农科院等单位的
科研人员因为疫情无法到三亚，自己
试验田里的水稻杂交材料面临无人
观测记录和收割的困难，最终通过微
信视频连线远程指导熟练的产业农
民观测材料一万多份，收割育种材料
3000余份，安全寄送回河南、广西。

海南南繁管理局开展“不见面审
批”和“线上检疫”，截至目前，检疫科
研育种面积近8300亩，签发检疫合格
证近200份。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院长柯用春说，仅他一家单位就向
全国几十个省份寄回水稻、大豆、芝麻
和向日葵等科研材料1吨多，还有1吨
封存在仓库，准备适时寄往湖北。

（据新华社海口3月14日电）

“屏频联动”线上招商云端育种
——海南三亚复工复产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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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我省已连续23日确诊病例零报告，疫情
持续处于低位。但全球疫情快速发展，有
120多个国家发现确诊患者，预计欧洲若干
重点疫区国家疫情短期将难以遏制，目前全
国多个省市连续报告入境输入确诊病例，说
明境外输入形势严峻，防境外疫情输入已成
为重中之重。为此，防控建议如下：

一、在疫情还未终止前，仍应提高警惕，
坚持依法防控、分区分级、精准施策，提高防
控的科学性、针对性、精准性，在复工复产的
同时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单位管
控，以巩固防控成果。

二、严防境外输入。必须建立较长期有
效机制，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发现与控制输
入疫情，防止由输入引起本地扩散。

三、严防输出。各市县应切实发挥健康
一码通管理作用，践行“健康出行，一码当
先”。同时还应确保黄码和红码人员不流入
其他省市。

四、毫不松懈抓落实。在我省全部市县
均降为新冠疫情低风险区的情况下，各行各
业及群众对新冠肺炎防控意识仍不能松懈。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侯赛）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3月14日24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人数168例，新增确诊0例，住院人数2例，
重症人数0例，死亡人数6例，出院人数160例。

截至3月14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慧文）海南日报记者3月
14日从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了解到，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施工单
位目前已入场进行施工场地建设，预
计4月将正式开工。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省交通运

输厅、省交建局加快推进G15沈海高
速公路海口段项目前期工作，推动各
施工单位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人员、设备、材料进场，为全面开
工建设做好充分准备。项目将充分考
虑施工对火车站等沿线重要交通服务
设施的影响，提前谋划做好交通组织

工作，并对进出场站交通路况较差的
路段进行修复、改善，确保施工交通运
输通畅、安全。

省交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G15
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在时间允
许、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将秉持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的原则，利用已建场站进

行升级改建，并加快人员进场，灵活安
排准备工作，着力推进项目开工建设，
确保今年4月开工，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

G15沈海高速海口段工程是国家
高速公路网中G15/G75高速公路在
海南的“最后一公里”，是海南交通路

网连接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唯一通道，
也是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重要公共基础
设施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满足未来新
海港疏港交通的需求，有效促进新海
港、海南铁路南港和马村港的“三港融
合”，有效改善区域路网，打通三港与
G98环岛高速的快速通道。

G15沈海高速公路预计4月开工
系海南交通路网连接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唯一通道

本报嘉积3月14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里艺 实习生陈宋釜）“原
来我们做贷款要7%的利率,现在已
经降到4%左右。”3月14日，琼海忠
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李忠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经过琼海市财政部门
与金融机构的协议沟通，银行给予公
司市场利率最低的优惠政策，大大地
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帮助他们渡
过了难关。特殊时期，琼海灵活优惠

的金融政策，犹如一汪活水，为企业
的复工复产带来生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琼海市
财政部门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助企业渡过难关，顺利
复工复产。“通过执行最优惠年利率
等方式，降低信贷融资成本，建立疫
情防控审查审批快速通道，帮助企业
解决流动资金周转不畅问题。”琼海
市财政局副局长周选敏说。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
我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有着
全省最大的集农产品种养、收购、加
工、冷藏、物流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
化的产业园。李忠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公司之前产品滞销，出现了
约200万元的资金周转难题。上个
月，在琼海市财政部门的协调帮助
下，公司顺利申请到了300万元的优
惠贷款。

据了解，截至3月11日，琼海金融
机构共为18户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3609.3万元，为206户个体工商户发
放经营性贷款5919.1万元，为24户小
微企业发放经营性贷款1210.9万元。

周选敏表示，下一步琼海市财政
局将紧盯琼海当前疫情发展和复工
复产情况，立足财政本职，抓紧抓实
抓细财政各项政策的落实，推动经济
健康发展。

推出特色金融产品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洋浦3月14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王冠丽）
海南日报记者3月14日从洋浦工委
管委会获悉，经过洋浦工委管委会积
极跟驻地金融机构沟通协调，当地7
家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各类复工复产
特色金融产品，帮助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
资金周转难题。

中行洋浦分行面向洋浦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推出个人专属战

“疫”产品——复工贷，信用贷款最高
额度50万元，抵押贷款最高额度100
万元。所有的贷款均可在线上申请、
审批、提款，满足条件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可快速放款。此外，该行
还推出普惠金融贷以及优客分期贷
款，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有序复工复产。

此外，工行、建行、邮政银行、海
南银行等驻洋浦金融机构积极主动
履行金融机构社会职责，通过推出各
类特色复工复产金融产品，简化贷款
流程，快速审批，帮助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解决融资难题，助推洋浦经
济社会秩序恢复。

本报定城3月14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陈宋釜）海南日报记者日
前从人民银行定安县支行获悉，该行
积极向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争取
专项再贷款额度7900万元，为定安
县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供低成本、普
惠性的资金支持。

据悉，这7900万元贷款额度包
括专项支农再贷款6600万元、专项

支小再贷款1300万元。定安县获得
再贷款专用额度资金支持的金融机
构共计3家。其中，定安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获专项支农再贷款6600万
元，海南银行定安支行获专项支小再
贷款800万元，定安合丰村镇银行获
专项支小再贷款500万元。

支农再贷款专用额度的资金投
向用途为涉农贷款，重点支持脱贫攻

坚、春耕备耕、养猪等禽畜养殖、县域
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等领域。

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的资金投
向用途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重点支
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制造业、
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
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给海南
银行定安支行、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定安合丰村镇银行的专项再贷
款利率为2.5%（一年期）。上述金融
机构运用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专
用额度资金发放的涉农贷款、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不高于4.55%。相关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可于今
年6月30日前向获得资金支持的金
融机构申请优惠贷款，优惠期最长为
一年。

新增7900万元贷款额度

提供低成本普惠性贷款支农支小

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发放经营性贷款7000余万元

金融活水“贷”来生机

海南控股采取多种形式引进人才

“不见面”招聘
破解疫期引才难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何
林志 吴涛）近期，为破解招聘难题，海
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互联
网平台的优势，积极与各大招聘网站
合作，打造“不见面”笔、面试平台，实
现招聘与应聘的无缝对接，有效推动
招聘工作顺利开展，及时引进了一批
专业技术人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据统计，截至3月12日，海南控
股在多家招聘网站上发布岗位21个，
收到简历1365份，组织了线上笔、面
试活动10余场。

此外，海南控股还专门搭建高校
应届毕业生校园招聘网络平台，解决
疫情期间毕业生求职就业困难问题，
同时也为该公司未来发展储备一批优
秀人才，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三亚机场疫情防控再升级
本报三亚3月1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邢雪 张跃）眼下正值复工复产客流高峰期，为确
保员工及旅客的身体健康，防止可能造成的交叉
感染，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亚机场）近
日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升级。

三亚机场除在一线工作岗位配备基本防护装
备外，还在值机柜台设置证件消毒盒，并在直接与旅
客相互接触的值机柜台、安检验证柜台等区域安装
了隔离防护挡板，给予员工和旅客更全面的防护。

据介绍，证件消毒盒内装有消毒棉，旅客仅需
将身份证从装置中间预留空隙通过即可消毒，值
机员办理完成手续后再将身份证通过孔隙归还给
旅客，利用该消毒装置可对证件进行两次消毒，避
免交叉感染。

值机柜台、安检验证柜台是旅客与机场员工
距离最近的接触环节，设置隔离防护挡板可有效
降低飞沫传播风险，为员工和旅客双方建立了一
面“安全墙”。

严防疫情输入风险

境外来海口须提前2天报告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张期望 计思佳

郭翠）为最大程度管控境外疫情输入风险，进一步
巩固疫情防控稳定趋好态势，海口龙华、美兰、琼
山、秀英四个区分别在13日、14日发布通告或提
示，要求近期计划从境外抵（返）各辖区的人员提
前2天进行报告。

美兰、琼山、龙华三个区要求，近期计划从境
外抵（返）的人员，须提前2天如实向所在社区（村）
报告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健康状况、所乘航班、途
经口岸、中转车次及抵（返）时间等信息。秀英区要
求，须提前2天向居住地属地镇街疫情防控指挥部
报告，本人因故不能自行报告的，由亲属或在琼联
系人、用人单位负责人报告。

龙华区、美兰区、琼山区明确，已由境外抵
（返）的人员须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报告
登记，属地镇、街道核实后及时向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报告。近期所有境外抵（返）的人员入境后，须
配合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站点做好入境健
康登记，积极配合接送专车的统一接送，并按照来
源国家的疫情等级分别接受不少于14天的集中
医学观察或居家医学观察，同时做好“海南健康
码”的注册和填报工作。

秀英区明确，境外抵（返）秀英辖区的人，请本
人、亲属或联系人在抵达后第一时间向属地镇街
报告，做好情况登记和“海南健康码”的注册申
领。原则上，秀英辖区内入境未满14天的重点国
家、地区入琼人员以及有相关旅居史的人员，一律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或居家隔离14天。

凡涉嫌故意隐瞒境外旅居史、接触史、身体异
常状况及其他扰乱疫情管控正常秩序等行为的，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海南电子社保卡上线
健康码注册使用功能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李磊）海南日报
记者3月13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该厅与省大数据管理局积极联动，海南电子社保
卡正式上线“海南健康码”注册和使用功能，为复
工复产提供方便快捷的“电子通行证”。

海南省社保卡持卡人可通过海南人社、海口
人社、海南农信手机银行、工商银行融E行、工商
银行融E联、银联云闪付、支付宝、微信、平安城市
一账通9个官方渠道App电子社保卡界面注册
和使用“海南健康码”。

招商引才“云”端发力

江东大道
上新妆

近日，在海口市江东大
道，工人对刚刚栽植的椰子
树进行固定。

据悉，目前海口江东大
道美化亮化工程正有序推
进，在绿化带栽植椰子树等
绿植，对道路进行绿化美
化。工程完成后，将进一步
丰富江东大道景观，提升江
东片区的城市颜值。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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