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6月2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卓斌 美编：王凤龙A07 综合

■■■■■ ■■■■■ ■■■■■

以超常规认识以超常规认识、、举措举措、、行动争取超常规实效行动争取超常规实效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陈焕智）6月1日9时40
分，一架“奖状560”校验飞机平稳降
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跑道上，
留下第一道飞机轮胎印迹，按既定计
划顺利开展飞行校验工作，也标志着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取得重大阶
段性进展，项目从建设阶段正式跨入

“飞起来”阶段。
飞行校验是机场改扩建工程通航

投用的先决条件，是对空中飞行相关
的飞行区道面、地面导航、通信设备等
软硬件设施系统的全面检验，它将详
细解答新机场“能不能飞”的问题。

此次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的
校飞类型为投产校验，主要对二期跑
道及配套的ILS/DME（仪表着陆系
统/测距仪）、VOR/DME（全向信标
／测距仪）、助航灯光、盲降系统、飞
行程序、导航台等导航设备及系统开
展飞行校验。

美兰机场总裁王宏说，美兰机场
二期扩建项目作为建设海南自贸港的
重大标志性工程，是海南深化改革开
放、高效联通世界的关键落点。当天
美兰机场二期跑道迎来首架飞机，是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自由贸易港建设
和海南民航扩容升级的历史性时刻。

据介绍，美兰机场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谋划布局，在相关单位支持和
配合下，落实超常规举措，吹响“奋力
大干 100天，全力冲刺 6·30”的号
角，较原计划提前6个月开展此次校
飞工作，后续将全力以赴完成6月30
日主体工程完工的节点目标，力争年
内具备通航条件。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飞行区等
级为4F，是目前中国民航最高等级的
飞行区，可起降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民
航客机空客A380。飞行区工程建设

内容包括1条长3600米的跑道，2条
平行滑行道，4条垂直联络道，72个机
位，以及灯光站、围界安防中心、消防
执勤点等13个附属单体工程。

相较于美兰机场一期，二期飞行
区的跑道更宽，可供超大型飞机起
降；近机位数量高达35个，旅客从登
机廊桥即可直接登机，将大幅提高便

捷性及舒适度；助航灯光更是采用国
际最为先进的三类盲降系统，飞行员
可以在肉眼不可视的情况下，完全依
靠仪器实现飞机起降，大幅降低大
雾、雷雨等恶劣天气对飞机起降的影
响，大大减少因天气原因导致的航班
延误或航班取消等情况。

“今天是海南民航发展的重要节

点，美兰机场是我省千万级枢纽机场，
随着海南民航机场容量趋于饱和，美
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加快建设、抓紧
投产对海南发展和自贸港建设意义重
大。”民航海南空管分局新闻发言人助
理王洪冰说，此次校飞，该局已做好充
足准备，有信心、有能力完成保障任
务，加速助力美兰机场二期早日投产。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建成投
用后，美兰机场将形成南北双跑道运
行格局，实现航空、环岛高铁、城际轨
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
便捷转换，成为海南对外经贸交流的
重要门户，打造海南面向太平洋、印
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助力海南
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

顺利开展飞行校验工作,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美兰机场二期跑道迎来首架飞机

6月1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跑道，一架“奖状560”校验飞机按既定计划开展飞行校验工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我省复工复产后
首个主网新建工程
项目投产
将满足琼海西北部片区
用电增长需求

本报嘉积6月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王子越）海南日报记者
6月1日从海南电网琼海供电局获
悉，日前，琼海东红110千伏输变电
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成为我省复工
复产以来首个竣工投产的主网新建
工程项目，为我省今年迎峰度夏用
电再添一份保障。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6273万
元，建成投产后将满足琼海市西北
部片区电力增长需求，优化该地区
供电网架。同时，该项目也是今年
对海南安全可靠供电影响较大的
23个基建项目之一。

今年，海南电网公司共安排主网
建设项目143个。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海南电网公司全面梳理项
目进度计划，对影响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保障迎峰度夏的项目以及省重点
工程等项目优先复工。同时有序安
排作业人员分批进场施工，并在3
月1日前全面复工，确保按计划完
成全年电网建设任务。

乐城先行区招募下颏后缩医美患者

免费提供透明质酸治疗
本报博鳌6月1日电（记者袁宇）6月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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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乐
城先行区创新医美治疗水平提升，园区现面向上
海及海南周边招募120名下颏后缩医美患者，免
费为患者注射艾尔建JUVEDERM VOLUX产
品，并为患者承担必要交通费用。

JUVEDERM VOLUX是一款含利多卡因
的透明质酸软组织填充物，用以修复和创造下颏
和下颌区域的面部体积，利多卡因的添加有助于
减轻患者在治疗时的疼痛。该产品已在欧美及新
加坡等地区使用，尚未在国内其他地区上市。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手术将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
操刀，目前已经完成了JUVEDERM VOLUX在
内地的首例手术。本次招募的患者也将由该医院的
医美专家团队进行相关评估和注射治疗。

据介绍，报名的患者需存在中度或重度下颏
后缩，并需求改善下颏后缩程度，且必须是年龄
18岁以上的中国男性和女性，其中女性为非妊娠
期。报名患者在经过医生评估符合所评价的其他
所有相关注射标准、签署知情同意书计划参加本
治疗项目后，可前来乐城先行区接受治疗，并需要
接受后续随访。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消防救援总队获悉，为大力推进消防
执法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高消防工
作法治化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
造良好的消防执法营商环境，5月31
日起至10月31日，省消防救援总队
开展规范消防执法、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专项行动。

在专项行动中，各级消防救援机
构主动介入，跟进服务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重点园区的消防工作，通过制
定“一园一策”消防服务制度，成立驻
园区消防工作组，指导完善园区消防
基础建设，实行预约办理、当场办结、
上门服务、在线咨询等便民利企措
施，确保园区各项目顺利推进。

此外，对主动申请消防指导服务

和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
查到的复工复产企业，各级消防救援
机构将坚持严格执法与积极服务相
结合，加强消防技术服务，指导企业
做好复工复产前的各项消防安全准
备。而对新申请开业的商场市场、宾
馆饭店、餐饮娱乐等场所，实行“容缺
受理”、快捷办理，即申请人基本条件
具备、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

条件，但缺少部分资料的情况下，先
予以受理，再由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
将相关材料补充齐全。

在专项行动中，对发现存在严重
火灾隐患的企业，消防救援机构在依
法处理的同时，还会采取点对点上门
服务、专家“会诊”等形式，及时跟进
指导和提示，督促企业落实消防安全
要求。

第183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分享海口秀英区扶贫经验
百万元资金扶持农业复产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6月1日
晚上播出的第183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请
到了海口市秀英区扶贫办主任徐小锋，分享秀英
区如何积极推动复工复产，确保贫困群众增收致
富的经验。

农业是贫困户的根本产业，是贫困户由“输
血”变“造血”的重要动力源。徐小锋介绍，为
了引导贫困户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耕，抓好农
业生产，秀英区安排了100万元资金扶持农业
恢复生产，同时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想方设法帮
助贫困户解决产品销路问题，下好复工复产的

“先手棋”。
此外，结合疫情防控工作，秀英区还全面摸排

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及
目前就业现状，利用互联网资源创新就业扶贫模
式，将招聘方式由线下转向线上，并通过加大就业
培训、积极创设疫情防控临时公益性岗位，解决贫
困户短期就业问题，让贫困户“求职有门、就业有
路、困难有助”。截至目前，秀英区已有外出务工
就业贫困劳动力1802人。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张斌斌）6月1日，海南国
际仲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在海口
揭牌设立，受理境内外商事主体之间
的各类商事争议，也接受人民法院、
其他机构转交或委托调解的案件。

据了解，该中心对调解员采取聘
用制，境外调解员占调解员总数的三
分之一，地域上分布全球各地，专业

类型上覆盖面广，具有很高的专业性
和国际化水平。在调解规则方面更
加精细化，充分吸收了国内先进机构
的调解制度，同时引入《新加坡调解
公约》相关内容，在制度设计上与公
约保持有效衔接。

据悉，发生民商事争议，国内外
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提交海南国际仲

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申
请时可没有仲裁协议。海南国际仲
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参照国际惯例、交易习惯，
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客观、公
正和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调解。

海南国际仲裁院理事长王雪林
说，境外营商主体看一个地方的营商
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是否

有健全、完善的纠纷调解和仲裁机
制。如果调解、仲裁渠道畅通，调解、
仲裁、诉讼衔接紧密、高效，必将增加
国际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该中心的设立是海南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的一项重要举
措，有助于海南打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

山海高速金江一区
大桥双幅贯通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君霞）5月30日，山海高速施工
现场再传好消息：金江一区大桥双
幅贯通，这是山海高速项目今年以
来双幅贯通的第14座桥梁。

金江一区大桥左幅30跨、全长
785.7米，右幅28跨、全长745.7米，
共有 232 片预制箱梁，桥梁横跨
224国道，施工难度大，施工工艺要
求高，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

金江一区大桥施工过程中，各
单位齐心协力，克服了征地拆迁、横
跨国道等诸多困难，充分与地方政
府主管部门汇报沟通，顺利实行了
全封闭现场管理，并通过采用分工
种、分工序方式施工，加强安全技术
交底、加大现场巡查力度等手段强
化安全质量管控成效，有序推进施
工进度，顺利实现了大桥“零事故、
零伤害”按期贯通，确保年底项目竣
工通车。

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在海南设立领事机构。
Support the Belt and Road partner

countries in establishing consulates in
Hainan.

【自贸英语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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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ed case 确诊病例
suspected case 疑似病例
patient in critical condition 重症患者
incubation period 潜伏期
droplet transmission 飞沫传播
Wash your hands with soap and run-

ning water.
用肥皂和流动的水来洗手。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汤
姣 吴涛）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获悉，连日来，该公
司以超常规举措解决项目建设难题，
截至5月15日，已完成年度计划投
资194.91亿元，完成进度72.60%，
超时序进度31个百分点。

海南控股打破传统逐级报批的工
作协调流程，建立由总部班子成员、子
公司班子成员、项目驻地经理直接负
责的三级联动机制，全程跟踪服务。

目前该公司总部班子成员均加
入重点项目施工微信群，实行施工云

监控，每周到工地现场督导检查项目
进度，遇到问题随时赴现场协调解
决；子公司班子成员践行一线工作
法，到项目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一线
项目经理驻守工地，实现主动服务、
科学服务、靠前服务。

同时，海南控股借鉴浙江等省的
分阶段设计施工模式，采取对主体工
程、室内装修、室外配套等工程分别开
展招标的超常规办法，实现省委党校
新校区等省重点项目超常规动工。

此外，该公司按照项目建设阶段
分类推进，对项目开建、验收等环节可

能遇到问题，提前预判并形成“一揽
子”务实措施解决，对工期较短的美兰
机场二期等重点项目增加施工人员、
机器设备，采取24小时三班倒施工及
疫情期间不停工，提高建设速度。

海南控股还建立项目清单“一张
图”管理模式，把任务分解到周、安排
到天、具体到点，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成立工程建设项目联合督查小组，
每周监督检查重点项目工程进度等，
照图逐项销号清账。通过周记账、月
数据报表、专项督查整改报告等途径
传导压力，督促进度。

海南控股还引入纪检、审计等监
督力量，加强对相关单位的监管，约
谈进展缓慢的监理公司、施工单位，
并视情况根据合同条款追究其违约
责任。

截至今年5月底，该公司已约谈
21家单位，已要求16家参建单位支
付违约金；对系统单位19名负责人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落实不力、效率低
下、配合不力、推诿扯皮等现象进行
约谈，下发亮牌、通报23份，整改通
知30份，并将考核结果与年度绩效
挂钩，以考核转作风、促进度。

海南控股超常规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完成年度计划投资194.91亿元

“一揽子”措施破题“一张图”管理提速

海南设立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境外调解员占三分之一，充分吸收国内先进机构的调解制度

省消防开展服务自贸港建设专项行动

“一园一策”服务园区 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完成进度72.60%，超时序进度31个百分点

“爱上定安21天养成记”
启动上线

本报定城6月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荣海）6月1日，由定安县委、县政府主办，以“古
城里的小食光”为主题的2020海南（定安）端午美
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爱上定安21天养成记”启
动上线。

据悉，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将总共拍摄
21条关于定安美食、美景的短视频。短视频中，
海南网红达人“海岛姐妹花”将出镜，带领市民游
客隔屏游览定安文笔峰、南丽湖、久温塘冷泉等各
大景区，品鉴定安仙屯鸭饭、仙沟牛肉、翰林猪脚
等特色美食，拜访定安琼剧艺人、木雕艺人、大锅
炒粉艺人等，参观定安各粽子工坊，切身体验定安
风土人情。

同时，活动所拍短视频将在“静美定安”官方
抖音号、快手、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平台同步发
布，全面推广2020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丰
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活动现场，定安县粽子协会还与相关企业
签订了助农扶贫线上推广与宣传战略合作协
议，助力美食文化节期间定安农粽子的销售及
品牌传播。

采取对主体工程、室内装修、室外配套等
工程分别开展招标

截至5月15日
194194..9191亿元

借鉴分阶段设计施工模式
海南控股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