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推进线上、线下
推介活动，拟于5月20

日举办事业单位专场线上
推介会，于5月30日开展
海南大学全球直播引才
活动专场，届时将通过
央视新闻视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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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赵立婷）5月18日上午，
海南特色旅游商品销售专区展销会同
时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两大国际机
场拉开帷幕，400余种海南特色旅游
商品在机场出发厅向来往旅客进行集
中展示和推广，成为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年的又一特色主题活动。

“这是我们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提出43条超常规措施推动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的具体行动。”活动主办方、
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旅投）负责人说，在推动消费
的5大举措中，扩大旅游消费居首位，
这也是刚刚成立的海南旅投的主要业
务板块。“公司定位是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投资发展运营商，我们希
望利用好机场展示窗口，更好地宣传
推广海南特色旅游商品，促进和扩大
我省旅游消费。”

此次活动中，海南旅投联合全
省57家海南特色旅游商品企业，同
时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开设特色旅游商品销售专
区，重点推出包括沉香、黎锦、茶叶、
文昌鸡等最具海南特色和优势的

400余种旅游商品进行宣传展示，拉
动旅游消费，为进出机场的旅客打
造海南岛健康游、欢乐购的“一站
式”购物新体验。

活动将从5月18日一直持续至8
月底，涵盖整个暑期旅游高峰。在展
示特色旅游商品的同时，主办方还将
结合我省特色旅游商品推出相关的文
化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当天就举行了
海南沉香文化、海南茶叶文化等展示

表演，并将不定期组织黎锦文化、椰文
化等文化展示和表演活动，让旅客更
好地了解海南文化。

海南旅投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活动能推动海南旅游商品产业的转
型升级，为本岛居民提供更多就业、
创业机会，同时帮助海南一批中小企
业克服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旅游消费
低潮，带动更多海南本地旅游企业实
现复工复产。

据悉，海南旅投还将采用“走出
去”“引进来”战略，与国际知名特色
旅游商品公司、国际特色旅游商品
销售运营商开展密切的交流与合
作，更好地促进海南特色旅游商品
与国际接轨，并充分借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机遇，促进海南特色旅游商
品逐步和国际接轨，为将海南打造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购物天堂作
出积极贡献。

我省特色旅游商品展销会在海口三亚两大机场同时开启

400余种“海南礼物”展销至8月底

“椰速充”海南文体公园
充电站投运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邵长春）5月18
日上午，海南省充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的“椰速充”海南文体公园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
这是“椰速充”继世纪公园站后，面向社会公众开
放的又一个新能源汽车集中经营式充电站。

此外，还将有7个充电场站即将于本月和下
月在海口、三亚地区陆续投入运营。我省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正超常规推进。

据悉，该充电场站的建设是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充电站利用文体公园停车场的地理优势建设，服
务公众电动车充电需求，特别是解决新能源营运
车的充电问题，促进海南新能源汽车推广。

该充电场站位于海南市文体公园停车场内，
共建有11个直流充电桩，投建功率1320千瓦，能
同时服务22台不同类型的电动汽车充电，车主只
需通过微信公众号“椰速充”就能够对充电桩进行
查询，并可直接用微信扫码支付。

海南省充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
11月，是一家国有控股、市场化模式运作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椰速充”是该公司的自主品牌，致力于为
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多、快、好、省”的充电服务。

据该公司总经理何文卫介绍，公司首个充电场
站、世纪大桥场站投运20天以来，累计充电量约13
万千瓦，充电次数3350余次，充电时长3300小时，
各项经营指标良好，充电需求旺盛，能看到新能源行
业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已被列入“新基建”七大
领域的时代趋势下，该公司今年计划投资6500万
元，在全岛建设30个充换电场站，总投资建设700
个充电终端，总功率4.2万千瓦；将按照省委、省政
府部署，将完成充电桩战略投资布局，逐步实现全
海南岛内交通枢纽、高速公路服务站、市县主要干
道及儋州、琼海、文昌等市县中心城区的全覆盖。

本报那大5月18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陈琦）儋州
市借助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大型企
业引进人才，采取高端岗位重点内部
推荐、猎头推荐、专家引荐，基层岗位
通过线上招聘网站、线下专场招聘、
校企合作、劳务派遣等多种方式，做
好面向全球招聘人才活动。从3月
31 日至今，共推出招聘岗位 6919
个，收到应聘者简历1.6万多份。

据了解，儋州市委组织部和该市
人社局联合印发做好2020年首批面

向全球招聘人才工作的通知，由市委
组织部牵头成立综合协调组、宣传
组、招聘组，做好沟通协调，倒排工作
时间，实行挂图作战，每周汇总各单
位工作情况，发动更多用人单位参与
到招聘活动当中。5月13日，儋州
再次召开面向全球招聘人才工作推
进会，有关部门主动认领任务，协同
配合，以点对点、无缝衔接的服务推
进全球招聘人才工作。通过通报全
市目前国有企事业和民营企业招聘
人才情况、存在问题等方式加强督促

指导，招聘组则加强指导，必要时组
成工作专班对个别单位进行跟踪帮
扶，对各企事业单位的招录考核程序
进行把关和指导。

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儋州集中
在旅游、会展、医疗、教育等领域，推
出大量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
才招聘岗位。61家单位共提供岗位
需求6919个，其中年薪10万元至
30万元的招聘岗位1300多个；年薪
30万元至80万元的招聘岗位157
个；年薪80万元以上的岗位3个。

将重点产业园、民营企业、医疗单
位、重点国企等，以及重点产业、重大
项目作为容纳人才的“蓄水池”。儋州
市城投公司完成首批应聘入选人才面
试，其中7名意向人选来自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
一流大学，并在业内有多年从业经验。

儋州市人民医院通过线上招聘、
猎头推荐、院内专家引荐等方式收集
各类专家信息，对于合意的高层次人
才，由医院院长直接对接，报销到儋州
面谈的来回路费、住宿费，通过疑难杂

症线上会诊等方式考核人才的专业水
准，已成功对接国内多位高层次人才。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全
力打造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州各
行各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大批优秀人
才、高端人才来支撑。儋州市委人
才发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借助重
点产业、重大项目、大型企业吸引人
才，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引才的主体
作用。今年儋州提供的6919个招
聘岗位中，大多数招聘岗位由重点
产业的民营企业提供。

儋州借产业项目全球揽才
推出岗位6919个，已收到简历1.6万余份

本报海口 5月 18 日讯 （记者
李磊）海南日报记者 5 月 18 日从
省委组织部获悉，自“扬帆启航

‘海’纳百川”海南省 2020 年首批
面向全球招聘三万岗位人才活动
开展以来，近期主办方通过组织
线下招聘活动、密集开展线上推

介和媒体宣传活动，吸引了全球
广大人才参与，特别是高端人才
投递的简历数量持续增加。

截至5月14日，海招网云平台
累计浏览量163万次以上，合计招聘
岗位超4万个，累计接收简历近10
万份次，其中具有留学经历的人才简

历5340份。此外，在30万元以上年
薪岗位中，共接收简历6000余份。
其中，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首席技术官一职已有超300人报
名。100万元以上年薪岗位共接收
简历610份，其中，海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招聘金融市场部负责人一

名，已超百人报名。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此次招聘活动中，我省将持续推进线
上、线下推介活动，并拟于5月20日
举办事业单位专场线上推介会，于5
月30日开展海南大学全球直播引才
活动专场，届时将通过央视新闻视

频进行直播。我省还将组织策划文
昌国际航天管理局等单位“线上直
播引才专场”，各市县也将陆续开展
线下招聘会活动。此外，我省还将
针对外籍人才招聘需求，持续跟进
线上宣传发布，广泛持续覆盖海外
目标国家留学生群体。

乐城将引进
新型罕见病特效治疗药物

本报博鳌5月18日电（记者袁宇）5月18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
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获悉，为给国内的EPP
（红细胞生成性原卟啉病）患者提供有效治疗方案，
乐城先行区将引进澳大利亚制药公司Clinuvel的
药物SCENESSE（阿法诺肽16mg）。目前乐城先
行区正就引进、应用该药物招募有需要的患者。

EPP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患者一旦暴露在可
见光尤其是太阳光下，便会发生皮肤衰竭性灼伤
和内部组织损伤，引起皮肤剧烈疼痛和病变。据
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5000名EPP患者，而在引
进SCENESSE前，国内应对EPP的治疗手段非
常有限。此次博鳌乐城维健罕见病临床医学中心
联合乐城先行区内的医疗机构、专家团队引进该
药物，将改变这一现状。

据了解，2019年10月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SCE-
NESSE用于有光毒性反应史的成人EPP患者治
疗。值得一提的是，SCENESSE也是全球首个获
得批准用于治疗成人EPP患者，并为其提供系统
性光保护作用以预防光毒性的药物。SCE-
NESSE主要通过刺激增加皮肤黑色素水平，并作
用于血管减少肿胀和炎症的发生，从而为全身皮
肤提供预防性光保护作用，让患者免受任何光源
和紫外线（UV）辐射。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何凌）5月18日，省社科联（社科院）在海口发布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
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这是省社科联（社科
院）与上海社科院合作推出的第二部蓝皮书，是系
统记录、深入研究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的学术精品力作。

《蓝皮书》由一份总报告、四份分报告和三份
专题报告组成。总报告包含“海南自贸试验区的
总体推进及成效”“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探索
进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展望”等内容。分报
告主要研究海南自贸试验区“三区一中心”建设、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展、海口江东新
区发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等。专题报
告聚焦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的经济效应研究、
中国自贸试验区评估体系及在海南的实践，以及
自由贸易港基础性法律比较研究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
研究室主任、《蓝皮书》执行主编沈玉良介绍，与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
蓝皮书相比，2020版《蓝皮书》从一般意义上的
制度创新分析转向自贸区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和
成效的研究，从自贸区制度创新转向分析海南建
设自贸港的理论和实践，着重围绕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载体下的制度创新
和举措展开分析。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省社科院院长钟业
昌表示，省社科联、省社科院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外
智库间的交流合作，争取将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
具体的行动措施，为政府决策当好智囊高参，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此外，省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还签订了《海南
省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研究意向书》，双方将继续
合作编撰《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报告（2021）》蓝
皮书，以蓝皮书研究撰写为平台，跟踪研究海南自
贸港发展进程，共同推动蓝皮书成为记载海南自
贸港建设发展的权威读物。

我省2020年首批面向全球招聘三万岗位人才活动吸引菁英关注

高端人才报名数持续增加
海招网云平台

累计浏览量163万次以上

合计招聘岗位超4万个

累计接收简历近10万份次

30万元以上年薪岗位

共接收简历

6000余份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环城西路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进行公路管网设施建设。该项目是海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项目（第一批）集中开工和签约项目，也是昌江县城主干道之一，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改善昌江县城的交通状况。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图\文
道路改造施工忙

其中
具有留学经历
的人才简历

5340份 其中，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一职

已有超300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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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18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吕超 蔡东成）5 月 1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获悉，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以下简称中转基
地）日前成功引进230千克巴西玉米
种子，用于科研工作。据悉，这是中
转基地首单科研用作物种子进境业
务，意味着从布局谋划向业务探索的

工作阶段转变。
据了解，中转基地通过对接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入驻机构需求，与三亚
海关携手，提前介入、主动靠前站位，
为某公司从巴西引进科研用玉米种
子业务提供全过程服务。在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后，按照《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海
关监管方案（试行）》有关要求，该批

玉米种子已经完成进境业务的前置
审批手续，实物于4月 26日调入三
亚隔离检疫圃隔离检疫，并进行一
个生长周期（约 4 个月）的隔离试
种，在此期间，该公司可同步开展科
学研究。

“为顺利保障中转基地首单种质
资源引进，我们提前介入，主动跟进，
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全程指导网上办

理申请进境植物隔离检疫圃等事
项。确认该圃各方面均符合要求后，
经该关考核通过后发放‘进境植物隔
离检疫圃核准使用证’，并向首都机
场海关发送准调入函，顺利完成首单
种质资源引进。”三亚海关有关负责
人介绍。

2019年6月，省政府明确三亚市
作为主体推进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项目。该市成立中转
基地领导小组和指挥部，并从相关单
位抽调专业力量组建专班，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集中驻点办公。
专班以开展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业务为导向，从提升现有设施条
件、策划核心建设项目、导入专业能
力资源和探索实际引进中转业务等
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完成首单科研用作物种子进境业务

巴西玉米种子“落地”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