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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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吴宇斐

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岛，椰林掩映
下，潺潺水流旁，一片由海南民居风格
建筑组成的院落初具雏形，这是正在
加快建设的博鳌亚洲论坛公园。3月
13日，海南气温回升，工人们戴着口罩
忙得热火朝天，有的在室外参与景观
园林的布局调整，有的忙着室内装修。

博鳌亚洲论坛公园总建筑面积约
2100平方米，20栋具有海南民居风
格的建筑组成9个院落。该项目对原
有老村落加以改造，主要是为了打造
自然、舒适、和谐、非正式的田园外事

场所。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一系列高层

次外交外事活动，可以助力海南在自
贸港建设中迈出对外开放新步伐。“博
鳌亚洲论坛公园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工程项目，现阶段共有140多名工人
在现场施工作业，确保3月下旬完成
所有施工任务。”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樊冲介绍，今年春节期间
该项目没有停工，实现疫情防控和工
程建设两不误。

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今年春节
期间，该项目封闭施工。项目部每天
安排人员进行消毒和监测体温，31名

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使用已有材料
坚持施工。“春节前31名工作人员已
连续在岗3个多月，疫情发生后也没
有停下来，一直工作到现在。”来自中
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谷玉强是
项目施工负责人，他说，疫情发生以
来，大家都没有离开博鳌，工人虽少，
但大伙一专多能，铺砖工也可以承担
抹灰工作，努力确保施工进度稳步推
进。

疫情防控初期，市面上防护用品
紧缺。为了减少疫情对论坛年会筹备
工作的影响，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以下简称省委外办）建立了联络

员工作机制，安排人“一对一”主动联
系项目企业，全面摸排疫情造成的困
难和问题。在省委外办的协调下，从
1月23日开始，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项
目施工人员陆续收到了琼海市政府和
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支援的口
罩、消毒水、体温计等防护用品。

“省委外办也积极协调我省相关部
门及琼海市政府解决混凝土等材料紧
缺的问题，保障运输材料的车辆通行。”
樊冲说，为助力项目建设，海南各级政
府和相关部门还帮助施工企业解决返
岗工人隔离期间的住宿和吃饭问题。

除了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项目，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中外领导人
驻地和重要活动场地改造、博鳌美丽
乡村和旅游公路建设等10个基础设
施重点项目的建设工作目前也都在稳
步推进中。

“我们还派专员前往广东等地的
原材料厂家紧盯用材订单，协助指导
项目企业在省内开拓用工招聘、用材
采购渠道，确保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基
础设施项目按时保质推进，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联席会议工作机制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省委外办主任王胜介绍。

（本报博鳌3月15日电）

重点项目100%复工
本报抱由3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林东）3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乐东黎族自
治县有关部门获悉，截至3月12日，该县今年总
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中已有21个项目
复工，复工率为77%。其中，重点项目复工14个，
复工率100%。

据了解，为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该县
积极提供要素保障，推动重点项目、龙头企业复工
复产。目前，该县已有4个混凝土搅拌站复产，日
产混凝土2130立方米，基本能满足当前该县市场
需求。

服务业方面，该县引导16个农贸市场恢复活
禽交易，指导达到复业条件的餐饮、食品加工、住
宿、零售等行业企业正常营业。

农业方面，该县相关部门组织县内种子、农
药、肥料、饲料生产经营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供应
种子0.4吨、肥料1140吨；指导毛豆、火龙果、芒
果、金菠萝等19个农业生产基地采取“一企一社”

“一社一策”的方式备耕生产，全县春耕面积
14.74万亩；引导16家大型生猪养殖场进行生猪
补栏，保障生猪市场供给。

■ 本报记者 良子

“我们要在3月 21日之前将这
1200件医护用品赶出来，残疾人朋
友们，为抗疫加油！”3 月 14 日上
午，在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的海南残
服爱心服装厂车间，身为残疾人的
该厂厂长李王花一边催促着，一边
带着几名残疾人员工生产和打包准
备出厂的手术服、医护服等急需医
护用品。

疫情发生以来，海南各医院的医
护用品消耗量大，十分紧缺。为了让

“白衣战士”们安心上战场，李王花不
计得失，以高价购买原材料，从1月
27日（正月初三）开始带领8名残疾
人加班加点生产，先后将6000多件
医护用品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里，为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出力。

李王花是一名肢体残疾人，一条
腿走路不方便。大学毕业后，原本贫
困的她，凭借着意志力和拼搏精神，
在广东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加工
厂。为了带领更多残疾人实现创业
就业的梦想，在海南省残联、残疾人
基金会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关心帮助
下，她又创办了海南残服爱心服装
厂，先后带动500多名残疾人及残疾

人家属创业就业。
李王花介绍，今年春节后，省内

多家医院的工作人员给她打来电话，
下单订制医护用品。她随即召集8
名残疾人员工返厂复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春节期
间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厂家大部分放
假了，李王花一时无法买到原材料。
她费尽周折联系位于江西、河南、广
东、河北等地的14个工厂。“原材料
走普通物流，每米布要0.5元运费，但
走快递，每米布要6元至7元运费，成
本增加了很多倍，但当时好几家医院
都等着呢，我真是心急呀，也顾不上
考虑成本了。”李王花说，为了抓紧生
产出医护用品，她高价购买了许多制
作手术服、治疗巾、手术帽、病人服等
的原材料。

早上8点开工，一直干到晚上11
点。打版、裁剪、缝制、打包、运送……
近一个多月来，李王花和她的员工们
马不停蹄忙生产。为解决人手不足的
问题，她叫来自己的丈夫、婆婆等人日
夜赶工。车间的裁剪师傅在外地到不
了岗，李王花就亲自上阵。

“一把电剪50多斤，裁剪布料10
几分钟，手就酸得发抖，我们男同志
干这活都吃力，何况李厂长是女同

志，还是个残疾人。”海南残服爱心服
装厂员工王康华说，车间的操作台比
较高，李王花腿脚不便，个子矮小，所
以她有时不得不跪在操作台上裁剪
布料，非常辛苦。

除了生产医护用品，李王花还通
过合作方等渠道，紧急购买口罩、防
护服、酒精等价值6万多元的一批防
护用品，捐赠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3月8日是“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当天，李王花代表社会爱
心人士，走访慰问海口地区10个“一
户多残”的特困女性残疾人家庭，给
这些家庭送去米、油、酒精、口罩等慰
问品。

“我是一名残疾人，一路走来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才过上好日
子。为打赢这场战‘疫’，我只是做了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李王花说。

（本报海口3月15日讯）

本报文城3月15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柳琦 宋印官）3月12
日，南方电网公司海南文昌 2×
46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
（以下简称文昌气电项目）1号机组完
成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南方电网
在我省投资建设的首座天然气调峰电
厂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该项目是南方电网公司落实《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中“消煤减油”要求，加快清洁能源机
组替代燃煤机组投资建设的第一座天
然气调峰电厂，也是海南“十三五”能
源和电力规划的重点项目。项目位于
文昌市约亭工业园区内，规划建设4
台46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
组，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2台。一期
建成投产后，年设计发电量22.76亿
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9.02万吨。

文昌气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后，
我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5%；
电源布局更加合理，海南北部地区的
电力供应能力和防灾应急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省内供电能力增加46万千
瓦，使全省电力供应能力达到536万
千瓦，电力供应更加充足。同时，该机
组的快速启停特性，使得海南电网调
度运行手段更加丰富，有助于应对系
统调峰压力。

为支持抗疫，高价购买原材料，跪在裁剪台上生产医护用品

残疾人厂长李王花复工记

2个卫生院项目复工
本报洋浦3月1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 通讯员邓晓龙）作为洋浦经济开发区重
点民生工程的干冲中心卫生院异地重建项目和三
都卫生院二期项目近日均已复工。2个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改善洋浦就医环境，提高当地的医疗
服务水平。

洋浦干冲中心卫生院异地重建项目由主楼和
副楼组成，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建成后，主
楼一层主要功能为门诊，二层为诊室和产房，三层
为病房。当前主楼和副楼的框架结构建设已完成，
接下来将推进水电、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
预计今年6月底竣工投入使用。

位于洋浦三都办事处的三都卫生院二期项目
主体大楼室内切模、装模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中。三都卫生院二期项目总投资约1000万元，
建筑面积1042.32平方米。建设内容有发热门诊、
肠道门诊、妇产科门诊和家庭医生签约大厅等。
该项目已完成工程量的60%，预计5月底竣工。

一排水管网项目复工
本报嘉积3月1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卓 实习生陈宋釜）3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及周边片区排水管网改造工
程（二期）项目（以下简称银海路排水管网改造项
目）看到，该项目已复工。

据了解，自2月21日复工以来，银海路排水
管网改造项目的施工方全力开展银海路北侧的路
面施工作业，加班加点抢回因疫情耽误的工期。
项目执行经理周刚介绍，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复工，
在岗工人约100名，争取在5月完成银海路北侧
的路面施工作业。

为兼顾防疫和施工，施工单位在工地严格执
行体温监测、扫健康码上岗等制度。琼海市住建
局城乡建设管理室负责人说，该项目施工方在申
请复工的同时，积极筹备防疫物资，招录本地工
人，并对工人的旅居史和健康情况等进行登记，确
保每位工人都申领了海南健康码。

银海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总投资 1.19 亿
元，施工总长度3.2公里。截至目前，项目已完
成近八成的施工任务。项目完工后，银海路及
周边片区的城市内涝问题及排污问题将得到
解决。

省委外办协调各方资源助力外事项目复工复产

专人对接服务 疏通施工“堵点”

■ 新华社记者 王晖余 吴茂辉

近段时间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以优
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目标，持
续推进“放管服”和审批“瘦身”，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增资扩产和提质增效。

3月9日，海南威特电器集团的下
属公司办理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变
更，通过“海南e登记”平台，仅用半天
时间就完成所有业务。集团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高金保说，得益于工程设计
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核准这一告知承诺
事项的推出，公司迅速完成经营范围
变更并直接开展业务。“网上办理业务
非常便捷，告知承诺事项也非常契合

我们需求。”高金保说。
海南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审改处

处长洪毅介绍，告知承诺即申请人书
面承诺符合相关法定条件和事项清单
要求，审批部门不再审查材料，当场或
当天办结，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这是海南3月出台的优化审批
服务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八条措施之
一。除了推行88项告知承诺制，还包
括建立绿色通道、全天候网上受理、方
便企业群众‘一门办理’等，保障全省
行政审批和公共资源交易顺利开展，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洪毅说。

海口市龙华区今年实施“一枚印
章管审批”改革，将行政审批全事项、
全流程划转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实
现建设领域、社会事务、民生事项等进
行集中审批服务。针对一些重点项

目，审批人员“一对一”与建设单位对
接指导，建立微信工作交流群，以最快
的速度出具审批意见。

“我们以‘一枚印章管审批’为抓
手，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为企业提供优质、贴心、高效
的服务。”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凌云说。

在重点园区实行“极简审批”是海
南简政放权和对外招商的一张名片。
3月9日，海口国家高新区“极简审批”
虚拟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对“极简
审批”使用体验进一步优化升级。

“不见面、无纸化、便利性是我们
改革的方向。”海口高新区行政审批
局相关负责人吴维旭说，平台运用虚
拟单点登录、三维动态等技术，通过
与省、市两级政务网上办事大厅整
合，统一入口，实现“一站式”极简审

批事项全办理。
三亚市也在重点园区开展改革创

新试点。三亚市市长阿东说，三亚将
79项市级审批服务事项集中委托崖
州湾科技城办理，实施特别“极简”审
批，并设立园区“城小二”，为企业提供
一条龙高效服务。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推出改革措
施，提高通关效率，企业迅速获得政策
红利。今年以来，针对进口原油、对二
甲苯、混合二甲苯天然气等大宗商品
查验已全部实施7×24小时预约通
关；实行船舶引航零等待，建立引航员
24小时待命制度，为航行、靠泊、离
泊、移泊的船舶提供全天候即时服务。

“以前三更半夜到港的船舶，可能
需要等天亮才能靠泊，现在实行引航
零等待，对船舶整体的周转和保障都

有好处。”中远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符传育说，这些措施有
利于大幅压缩船舶进出港时间成本。

“放管服”为海南经济提质增效提
供了动力。海口海关推行“先入区、后
检测”“抽样后即放行”、跨境包裹通关

“一站式办理”等便利化措施，今年1
月至2月，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
共监管放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申
报清单7.8万单，同比增长5.5倍，总
货值达4219.6万元，海南跨境电商业
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据统计，目前海南85%的政务服
务事项实行“不见面审批”，企业开办
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今年1月至
2月，海南新增市场主体19607户，同
比增长12.89%。

（据新华社海口3月15日电）

中央媒体看海南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我省已连续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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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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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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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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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复工复产精准管理。复工复产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负主责，建立防控机制，严
格按照我省疫情防控要求和技术指南落实相
关措施。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本报海口3月15日讯（记者侯赛）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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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南方电网
天然气调峰电厂投产
我省供电能力增加46万千瓦

“放管服”催生海南复工复产“加速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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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海南残服爱心服装厂厂长李王花在加工医护人员工作服。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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