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3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王凤龙本省新闻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林东

3月 25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
黄流镇赤龙村，农户陈景祺开着农
用车将自家种的黄秋葵运到村里一
处收购点销售。而3周前，望着地
里成熟的黄秋葵，陈景祺却没有采
摘的欲望。

陈景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种
植了140亩黄秋葵，仅依靠家里人无
法及时采摘，需要雇用工人，“采摘1
斤黄秋葵就需1元人工费，收购价才

1.2元，肯定是亏本的，还不如让它烂
在地里。”

是什么让陈景祺改变了想法？
2月28日，为积极应对疫情防控期
间引起的农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低
迷、影响农民增收等问题，乐东制定
工作方案，设立农产品集中收购点，
并落实农产品补贴发放政策，在当日
瓜果菜市场收购价格较低时，规定收
购商以最低保护价2.5元收购农产
品，差价部分由政府补贴给收购商。

“每斤黄秋葵至少可获得 2.5

元，这保证了农户不亏本，有信心、有
意愿继续管理田间生产。”乐东县供
销合作社主任石海华说。

1.2元到2.5元的变化，为农户带
来了管理的动力。“之前低迷的价格
让我基本放弃了管理，每亩产量只有
10斤左右。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
给予我恢复生产的动力，在精心的管
理下，现在每亩可以采摘60斤。”陈
景祺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好转，酒店饭店陆续营

业，市场需求增加，近日黄秋葵收购
价恢复到每斤3元多。“感谢政府给
予的补贴，让我没有放弃管理，现在
价格涨了，地里有果收，我也更有管
理积极性了。”陈景祺说。

据了解，乐东目前在黄流镇、利
国镇、千家镇三地设立农产品集中收
购点，集中收购农户生产的茄子、芒
果、黄秋葵、长豆角等特色农产品。
2月29日至3月20日，农产品集中
收购点共收购农产品1600吨。

（本报抱由3月25日电）

乐东保价补贴增强农户生产管理意愿——

从“宁愿烂在地里”到价涨有果收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3
月25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该厅
今年将重点抓实抓细邮轮游艇旅游
产业推进工作，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打造更多会展品牌

省交通运输厅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提前谋划游艇产业重点项目建
设，重点推进三亚国际游艇销售展示
平台项目建设，设立海南国际游艇交
易中心，扩展游艇消费新空间，培育
新业态，推动我省游艇销售、维修、保
养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

同时，该厅还督促指导三亚市
推进游艇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搭建行业信息和企业/个人信用信
息两大信息库，向游客提供游艇旅
游公共信息、公共交通、公共接待、
安全、行政等一体化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实现游艇旅游服务产业“一
站式管理”，提升海南游艇旅游服
务水平。

为培育游艇会展经济，省交通
运输厅还计划与三亚、海口合作举
办“海天盛筵”和“2020年首届海南
国际游艇展”等大型游艇展会，支
持海南游艇会展品牌做大做强，辐
射和带动海南游艇产业的多元高
质发展。

年内完成游艇产业发展
规划编制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还在谋划游
艇旅游产业长远发展，计划4月初组
织召开“海南游艇产业发展政企对接
会”，广泛听取游艇产业链各方面企
业、协会和科研院所以及从业单位关
于游艇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2020年底还将完成《海南省游艇产
业发展规划》《海南省游艇码头布局
规划》编制工作，为指导全省邮轮游
艇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支撑。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表示，
我省将不断完善游艇旅游产业制度
体系，对标世界最高开放形态和国

际标准，创新出台游艇产业相关服
务细则，推动《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
办法（试行）》有效实施，逐步建立完
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贸港游艇
产业制度体系。

推进儋州邮轮港口建设

另悉，由于当前境外疫情蔓延
较快，邮轮境外旅游航线短期内难以
恢复。我省将充分利用这个时间窗
口期，与中资邮轮企业加强合作，制
定防控预案，在满足邮轮旅游各项疫
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尽快恢复邮轮
航线，进一步提升邮轮服务品质，开发
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国内邮轮

航线。
近期，省交通运输厅正与中旅集

团星旅邮轮公司密集沟通对接，洽谈
邮轮航线合作事宜，推动《海南邮轮
港口海上游航线试点实施方案》早日
落地实施，初步计划年中开通以三亚
为母港的邮轮海上游试点航线，重振
我省邮轮经济，提升海南邮轮旅游产
业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我省还将加大邮轮基础设
施投资力度，有序推进海口、三亚、儋
州邮轮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海口
港、三亚凤凰岛、南海明珠邮轮码头
和海花岛邮轮码头工程等邮轮码头
新建及扩建项目建设，为邮轮产业高
质量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和发展空间。

我省将从多方面促进邮轮游艇产业发展

首届海南国际游艇展今年举办

本报海口 3月 25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梁杏）日前，海口国家高新
区通过海招网在线上与意大利飞来
利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海南省药物研
究所进行三方签约，在线下签约海灵
制药美安新厂项目、泰济堂中医产业
配套项目、瑞士苏黎世医疗科技项目

等 11 个项目，合同投资额人民币
4.37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中，意大利CBD
药品及功能食品研发中心项目以意大
利飞来利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外资企
业）作为投资主体，选址海南省药物研
究所孵化平台，推进医药领域高科技

产品的研发，3年内投资不少于500
万欧元。

海灵制药美安新厂项目以海南海
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
选址美安科技新城南区，将建设抗感
染系列产品生产车间，计划2022年实
现项目投产。

瑞士苏黎世医疗科技项目以海南
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作
为投资主体，将围绕以运动医学领域
关节、韧带和骨损伤修复，开发完成产
品或产品雏形。同时建设生物医药研
发实验室和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三
类医疗器械生产车间。

泰济堂中医产业配套项目计划年
产中药饮片1000吨、保健品500吨。

此外，好用社区（海南）科技有
限公司、海南琨腾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等 7 家公司签约入驻海口高新
区，将带动一批人才与就业机会到
园区。

一批企业医疗生产项目落户海口高新区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吴小静

平地机、挖掘机等设备轰鸣着平
整出大片土地，一辆辆运输车在工地
穿梭，整个工地一片忙碌。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3月24日，在位于万宁市东
澳镇的海南口味王东澳基地二期工程
施工现场看到的场景。

“从备案到开工，用时不到一个
月，全公司备感振奋！”在忙碌的工地
现场，该工程相关负责人崔文斌满是

笑容地说道，“能这么快开工，离不开
万宁非常快的审批速度。”

海南口味王东澳基地二期工程是
槟榔加工生产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
7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提供2000个工
作岗位。项目从备案到取得施工许
可证，审批用时仅仅9个工作日。“以
前我在其他地方有过大半年都跑不
下来的经历。”崔文斌说，这是他职业
生涯中首次“光速”拿证。

“不论何时，只要打电话，总能找

得到人。”专门负责公司内各类许可
申报的崔文斌说，项目建设工期紧，
他们准备申请材料常到深夜，而在
任何时间段，他都能顺利联系上万
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自局长到窗口
的工作人员，“下班之后他们仍然不
厌其烦。”

在办理工程相关许可工作中，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还多次将
审批服务送上门，让企业不用急着
找人。

“上门帮他们改材料，写申请，节
省企业的时间。”3月 23日，万宁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茹祥带着公章
去到项目现场，现场审核现场发
证。茹祥介绍，全局上下为企业提
供24小时的咨询服务，全员围绕企
业和项目转，“我们都是‘店小二’，
做好服务就是职责。”

优质审批服务不仅仅是跑腿上
门。目前，万宁市对产业项目的审
批服务中，综合了告知承诺、容缺受

理、容缺预审、专人服务、内部协作
审批等多种方式，审批流程、手续

“一简再简”。
多套精简“组合拳”打出来，效

果立竿见影。该市项目建设的整套
审批流程时长原本为大半年，“如今
我们能承诺，全部产业项目的审批
流程最长不超过 30个工作日。”茹
祥说。而实际上，多个项目达到了9
个工作日。

（本报万城3月25日电）

万宁优化审批服务，口味王槟榔加工项目从备案到获施工许可仅用9个工作日

审批“加速”让项目“快进”

近日，在儋州市新州镇英进村，村民们正在田里种地瓜。该田洋曾经撂荒，近来被开垦种植地瓜等高效经济
作物。随着儋州复工复产工作推进，该地区生产逐步正常化。

据悉，儋州今年将继续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继续做好撂荒地复耕及甘蔗调减工
作，推广种植黄金百香果、火龙果、金钻凤梨、海头地瓜等高效经济作物。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
撂荒田复耕 农民生产忙

◀上接A01版
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2.79个百分点，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商业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和维修服
务分别增长1.54倍、1.92倍、4.9倍和5.16倍；全省
服务贸易伙伴共72个，排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是
爱尔兰、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合计占
服务贸易总额的61.17%。

服务贸易额累计超亿元的板块共8个，包
括：运输服务、旅行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商业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维护维修服务、知
识产权服务、加工服务，其中，旅行服务贸易额超
过10亿元。

2月，运输服务和计算机服务表现良好，对服
务贸易总额有显著向上拉动作用。运输服务进出
口同比增长19.53%，其中海运货运进出口同比增
长 391.87% ；计 算 机 服 务 进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137.55%，其中计算机服务出口在 1 月增长
173.38%的基础上，2 月再次大幅增长，达到
165.91%。2月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旅行、运输、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加工服
务，合计占当月服务贸易总额的99.49%。

前两个月我省服务
进出口额实现增长

东方推进乡镇污水处理
PPP项目建设

本报八所3月25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刘一帆）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从东方市水务局
获悉，东方市乡镇污水处理PPP项目有序复工，正
加紧推进，预计明年年底竣工。

3月25日，在东方市天安乡污水处理PPP项
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指挥挖掘机开挖基坑，待
管槽开挖到一定深度，就安装管道，铺设地下管
网。“天安乡污水处理PPP项目于3月22日复工，
省外工人经过14天隔离观察后，已陆续返工返
岗，机械设备已到位。同时，实行轮班制，正加快
项目建设。”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说。

据悉，东方市乡镇污水处理PPP项目是市重
点项目，该项目包括10宗乡镇污水处理工程项
目，主要建设10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
总投资约5.49亿元，近期建设总规模为日处理污
水1.18万立方米。目前，天安乡、江边乡污水处
理项目已复工，其余已开工乡镇项目将于3月底
复工，板桥镇、新龙镇、三家镇的项目将于4月开
工建设。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将
极大提高各乡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解决农村存
在的污水横流问题，提升农村百姓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下一步，将派出工作组进行跟踪服务，切实
解决施工单位在复工复产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项
目满员满负荷运转，实现项目早日竣工。

陵水99家南繁单位
全部复工

本报椰林3月25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 实习生符巧飞）土方开挖工程已经完
成98%，塔吊已经安装调试完成，边坡支护工程
正在紧张进行……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洋）
配套服务区项目现场，看到工人正在紧张有序
施工。

据悉，陵水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
洋）配套服务区项目现已有工作人员、南繁工作
者、工人共150多人复工，已基本实现正常复工
复产秩序，将按计划于今年11月竣工交付给南
繁单位。

走入陵水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洋）核
心区，一派绿意青葱、稻叶摇曳的场景，田间地头
南繁科研工作者正在开展农业科研工作。“为确保
南繁生产的种子及时供应、保障春耕生产，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南繁科研
育种工作人员很早就投入到工作中。”陵水县南繁
管理局局长王文青介绍。

“3月21日，我们组织协调了73名南繁科研
工作者返岗，并派出专车到三亚凤凰机场将其接
回陵水，待医学观察结束后他们就可以投入科研
工作。”王文青介绍，目前陵水的99家南繁单位已
全部复产复工，但一部分单位受疫情影响还没有
达到满负荷运作，目前已经有763名南繁科研工
作者在陵水投入工作。

三亚第一农贸市场
恢复营业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记者林诗婷）随着疫
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推进，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
天涯区获悉，3月25日上午，作为民生重要场所
的三亚市第一农贸市场，在停业了38天后，正式
恢复营业，为市民游客采购瓜果蔬菜及生活用品
提供保障。

当天，不少闻讯而来的市民游客依次进入第
一农贸市场，戴着口罩在摊位前有序选购。市场
内，大部分摊位和商铺的货架上已摆满了蔬菜、
肉类、生鲜、鸡蛋、干货等货品，还有部分商户在
忙着上货。“目前市场已有超过60%的商户恢复
营业，货品种类基本齐全，预计3月26日全部商
户都能恢复营业。在保供稳价方面，公司已安排
工作人员对市场内各类货品价格进行监管，在要
求商户做到符合市价、明码标价的同时，还要准
备好充足的货源，保障市场供应。”该市场管理
负责人说。

农民当上南繁水稻
制种管理员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记者周
月光）北方寒意未消，南国已稻花飘
香。3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
三亚市崖州区坡田洋看到，万亩水
稻长势良好，繁种水稻已经抽穗，飘
来阵阵稻花香。

“今年我帮制种公司管理40亩
水稻，比去年多5亩，去年12月20
日播种，4月中旬可以收获。”中午，
在坡田洋一角，来自湖南的农民向
贵友正在清除稻田里杂草。他说，
收获的稻种将运到湖南作为中稻的
种子。

坡田洋是万亩田洋，背靠大隆
水库，田间道路纵横，水利设施完
善。这里冬季普遍种植瓜菜，瓜菜
收完立即种水稻。有当地农民种水
稻作口粮，有制种公司生产稻种，还
有科研单位繁育稻种。

2月底，记者曾来这里采访，看
到部分田块瓜菜还没收完。如今，
收完瓜菜后的田洋几乎全部种上水
稻。像向贵友一样帮制种公司管理
水稻的农民有30多人，每人管理稻
田面积30亩至40亩不等。

距向贵友管理的稻田不远处，
有一片稻田，飘来阵阵稻花清香，一
位农民正在拉网悬空遮盖。

“抽穗了，小鸟会飞来吃，要
赶紧拉网盖住。”拉网的农民容世
彬说，这是江西省一家农科院的
繁稻种田，他负责田间管理，去年
12月中旬播的种，3月 20日开始
抽穗扬花。

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是专业
制种公司，在三亚、陵水、乐东等地
有水稻制种面积5000亩。公司有
关负责人说，水稻制种受疫情影响
很小，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制种水
稻比较早，大部分在去年12月下旬
就完成播种；二是制种公司把田间
管理委托给农民，他们吃住都在田
头，没有离开海南，管理没有间断。

省南繁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到目前为止，今年海南制种水稻
播种面积已达10万亩；近年来全国
水稻制种业发展比较快，稻种库存
比较充裕，今年全国水稻生产种子
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