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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我省已连续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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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多个国家发现确诊患者，中国以外国家确诊
人数已经超过16万人，预计境外若干重点疫
区国家疫情短期将难以遏制。目前全国多个
省市报告输入性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8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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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性疫情，防止由输入引起本地扩散。

二、加强复工复产精准管理。复工复产企
事业单位领导负主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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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管控，做好社区基本防控，以巩固防控成果。

三、做好清明节管控。清明将至，应引导
群众避免大规模祭扫活动，倡导网上祭扫，并
温馨提示海外乡亲有关我省境外来琼人员防
控措施。

四、严防输出。各市县应切实发挥健康
一码通管理作用，确保我省黄码和红码人员
不流入其他省市。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截至3月20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侯赛）海南省卫健
委发布，截至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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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重症人数0例，死亡人数6例，出院人数16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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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将打造智谷产业园区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记者林诗婷）三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日前对外发布《三亚智谷产
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市
将打造智谷产业园区，引驻科技产业聚集，推动科
技研发、人工智能、科技旅游等高新产业发展，完
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打造科技、智慧、生态谷，加
快城市产业升级。

根据《规划》，三亚智谷产业园规划总用地面
积约320.12公顷。通过结合三亚发展定位，将打
造成融合科技、智慧、生态的产业园区。其中科技
方面将打造三亚市创新创意科技产业高地、形成
海南智能研发高地，聚集国际最前沿的科技研发
技术与商业业态，形成科技产业集群；智慧经济方
面，将引导智慧与科技、智慧与创意结合，发展跨
境电商产业、智慧商业等；生态方面，将集山、水、
田、林、温泉等优势资源打造园林化产业园区、绿
色建筑办公，形成环境友好、安居乐业的绿色生态
宜居宜业示范地。

同时，《规划》也体现三亚对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布局的不断优化。在该产业园区中，将对标支撑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国际化公共服务标准，重点从文
化、教育、医疗、体育和社会福利设施等方面优化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打造配套展厅、会议中心、酒
店、培训公寓、智慧医疗、诊所等公共设施。

那恁夜市：烟火味里夜儋州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李秋欢

儋州市民最喜爱的特色夜市之
一、位于那大城区解放北路的那恁
夜市，3月9日恢复营业后客人越来
越多，正在恢复年前的热闹，成为市
民夜生活的好去处。

儋州米烂、文昌糟粕醋、陵水
酸粉、烤鱿鱼、涮毛肚、铁板香豆
腐、蒜香生蚝……那恁夜市汇聚
了省内外各色小吃，美食香味扑
鼻而来。3 月 20 日晚，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那恁夜市，马上被各地
小吃迷住了。

“好味道北方面食”摊主张亚
静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正熟
练为客人制作炸酱面，“夜市恢

复营业当天我就开始出摊，刚开
始客人少，随后逐渐增多，生意
也越来越好。”刚开始恢复营业
时，她的摊位每天营业额不多，
而今每天营业额有700多元。“不
复工就没收入，我相信营业状况
一定会越来越好，弥补疫情带来
的损失。”

在“坤姐两院煎饼果子”摊
前，海南日报记者点了一份煎饼
果子，入口酥脆味美。“昨晚卖了
100 多份煎饼果子！今天周五客
人只多不少。过些天学生上学
了，客人会更多。”摊主刘刚笑着
说，儋州防控疫情措施得力，需要
复工复产，恢复夜间经济，今后生
意一定会更好。

“今天周末，特意跟男朋友出

来逛逛。这段时间‘宅’在家里，
想念那恁夜市的小吃很久了，听
音乐吃美食，生活好惬意。”市民
张博莲说。

“当前那恁夜市的摊位八成已
恢复营业，其他摊位也将陆续复
工。”那恁夜市负责人肖伟表示，为
支持摊主复工复产，夜市对摊主免
除2个月管理费，并每天对夜市经
营区消杀，给每位摊主建立健康档
案，监测健康状况。

那恁夜市分别与那大镇解放北
路和隆华路交接，占用街道长度约
200米，共规划142个移动摊位，其
中北侧有餐饮类移动摊位74个，南
侧有小商品移动摊位42个、餐饮类
移动摊位26个。据统计，从3月9
日恢复营业至3月19日，那恁夜市

营业总额39.52万元，累计客人数量
达26351人次。

儋州市委、市政府实行分区
分级精准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
经济社会秩序恢复，鼓励市民消
费，拉动经济恢复发展。2 月 29
日，儋州市被列为疫情低风险地
区，为此该市迅速出台《儋州市
促进夜间消费扶持政策》，首次
大力度地奖补夜间消费经营企
业，扶持品牌餐饮、24 小时便利
店等优质业态；补助新建的夜间
消费项目；在不影响市容市貌的
前提下允许有条件的夜间示范街
区设置“外摆位”等，更好地满足
儋州市民品质化、多元化、便利
化消费需求。

（本报那大3月20日电）

海关关员当“主播”
宣传政策促外贸稳增长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者张振豪 通讯
员邝继凯）“大家好！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参与我关
的志愿服务直播课。”3月17日，海口海关所属洋
浦经济开发区海关组织关警员组成志愿服务“主
播”，通过钉钉群直播平台面向企业开设网络直播
课。通过网络“面对面”，实现关企“零距离”，为辖
区企业精准“把脉”，广泛开展海关应对疫情影响
促进外贸稳增长政策宣传。

“疫情期间，加贸手册需要延期怎么办？”“海关
稽查主动披露能否申请？”……提问接连不断，忙坏
了海关“主播”。在一个多小时的互动答疑中，共有
21家企业和代理公司代表上线“听课”，学习了解
《海关总署关于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十
条措施》《海口海关帮扶企业“防疫情、稳外贸”十六
条措施》，提出的问题线上立即得到答复。

“直播内容丰富实用，干货满满，我们收获不
少，为海关志愿服务点赞。”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
公司业务员马雪香听完网课后留言道。

昌江核电在鄂员工返岗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刘

小俊）3月20日下午5时，由湖北宜昌开出的2辆
载有45名昌江核电项目在鄂员工的大巴抵达海
口。这是疫情防控期间，我省首次以包车形式“点
对点、一站式”集中接回在鄂员工，让他们安全有
序返岗。

“此批返琼在鄂员工全部是技术管理核心岗
位员工，他们及时返回，让昌江核电有关工程项目
进度得以加快推进。”中核集团第二二建设有限公
司海南昌江核电工程项目经理部副总经理杨克文
介绍，此次从宜昌返琼的员工有73名，分两批抵
达。因乘车时间长，为确保员工安全健康返岗，每
辆返岗专车都进行全面消毒，并要求司乘人员佩
戴口罩，分散就座。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璟介绍，
为保障昌江核电项目在鄂员工安全、有序、顺利返
岗，省就业局于近日派专人赴昌江协调在鄂员工
返岗事宜，与昌江黎族自治县人社局、就业局及项
目方共同制定返岗复工“点对点”工作方案。

本报海口 3月 20日讯（记者郭
萃 计思佳）一块电子屏幕，一间“空中
会议室”，一批招商引资项目。3月20
日，海口市举办2020年第一批招商引
资项目线上签约仪式，共签约13个项

目，协议投资额超70亿元。
据了解，开普勒酒店、深圳标普云

集团、宏芯亚太（海南）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宇乐乐（海南）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等13家行业知名公司项目将在海

口江东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口国
家高新区等园区落地。签约项目覆盖
旅游、医疗健康、文化娱乐、金融业、跨
境贸易等产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保证招

商引资质效双升，海口利用网络等手
段完成了项目签约前的准备工作，力
促工作不断档、见成效，实现科学招
商、靶向招商、产业链招商。此次签
约仪式设海口市政府主会场、海口国

家高新区分会场以及13个企业分会
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与分会场项目
负责人远程签约，变“面对面”招商为

“屏对屏”招商，创新签约方式，推动
项目落地。

海口今年首场招商“云”签约
13个项目投资超70亿元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郭萃
计思佳）为进一步加大精准招商、专业
招商力度，拓宽海口招商引资服务渠
道，由海口市商务局和海口国际投资
促进局共同打造的“投资海口”全球投
资服务平台于3月20日上线试运行。

据了解，为畅通全球投资者与海口
的沟通渠道，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推出
全球投资服务热线4000-750-780，旨
在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
务，热线同样从3月20日起试运行。

“投资海口”全球投资服务平台除
“投资海口”全球投资服务电话热线

4000-750-780外，还包括“投资海
口”中英文网站（hiipb.com），微信、
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公共账户，以及脸
书（Facebook）、推特（Twitter）、领
英（LinkedIn）等社交媒体账户。平
台试运行期间，全球投资者可通过上

述渠道，咨询海口的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投资环境、园区准入条件等问题，
将有专人负责解答相关问题，并协助
全球投资者办理企业注册、优惠政策
兑现等“跑腿”事宜。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投资海口”全球投资服务平台
创新使用境外通行的社交媒体提供招
商引资服务，开启了境外招商服务的
新模式。“投资海口”全球投资服务平
台将持续发布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
语等招商引资资讯和政策解读，大力

宣传海南自贸港政策和海口市营商环
境，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发现海口
发展机遇、投资海口未来的新窗口。
未来，“投资海口”全球投资服务平台
有望成为海口形象宣传平台、招商引
资平台、企业服务平台。

“投资海口”全球投资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

开启境外招商服务新模式

海口文博单位、民办博物馆
有序恢复开放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郭萃
邓海宁）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获悉，鉴于海口全市疫情
等级已降为“低风险”等级，根据分区分
级防控原则，海口市文博单位、民办博
物馆3月20日起可有序恢复开放。

根据要求，各文博单位、民办博物
馆开放前要做好园区场馆设备设施消
毒、卫生清洁、场地通风和上岗人员的
业务培训，同时做好口罩、消毒液、测
温枪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在落实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要求后恢复开放。

此外，各文博单位、民办博物馆要
执行测量体温入场，体温正常人员方
可进场参观游览，并落实登记姓名、身
份证和联系电话，同时要求参观人员
保持适当距离；并根据实际情况明确
开放时间、服务项目、入馆须知、观展
注意事项等公告内容。

生产复工 生活复苏
⬅ 3月18日，省农科院热带园艺研究

所副研究员杨珺（左）和助理研究员王小娇
摘掉口罩，在三角梅种质圃进行品种观察记
录工作。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3月20日，市民在海口友谊阳光城万豪超市选购苹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3月19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复园迎客，游客在
景区内欣赏黎族乐器演奏。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摄

⬇ 3月20日晚，在三亚市渔村路路旁
的小吃店，居民在店内品尝小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3月20日，在海口友谊阳光城小吃街，市民购买串串。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