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第一批重大科技
计划项目开始申报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于丽
丽）海南日报记者6月26日从省科技厅获悉，今年我
省第一批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现已开始申报，申报人可
登 录 海 南 省 科 技 业 务 综 合 管 理 系 统（http：//
218.77.186.200/egrantweb/）进行查询和填报，项目
实施周期为三年。

聚焦省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产业化目标，今年我
省支持的重大科技计划主要面向热带农业与种业创
新、社会发展（生命与健康与生态环保）、高新技术以及
海洋科技四个领域，鼓励申报人开展热带耐盐水稻新
品种培育及配套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南繁育种区生
物安全防控、省重大传染病关键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钻井及流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部件技术升级与作业能力
提升等19个方面的任务研究。

此外，今年省重大科技计划鼓励产学研合作、省内
外创新资源联合攻关，在企业申报方面优先支持高新
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企业申报。

近年来，我省对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越来越重视，财
政支持力度也逐年越大。据悉，为梳理我省重大科技
计划支持方向和重点任务，今年省科技厅通过召开征
询会、展开调研等渠道，了解助推我省高新技术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点攻关方向，摸清了各
地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需求，共征集到科技
创新需求976个，其中重大科技创新需求4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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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端午小长假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委托第三方机构制定的滨海新
区招商策划白皮书，已完成4次修改
完善；安排广告公司制作好招商宣传
资料；6月16日，市政府分管负责人
带队，开始到内地大型企业上门洽谈
招商。接下来，还要招综合实力强的
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以超常规举措
加快开发滨海新区。”6月26日，儋州
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滨海新区引进与
洋浦主导产业相配套项目的大规模
招商推介活动已经开展，迈出主动服
务洋浦新步伐。

儋州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按照《中共海南
省委关于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的决定》的部署，在建
设海南自贸港进程中，主动服务洋
浦，当好洋浦的“助攻手”，在滨海新
区打造与洋浦港产城融合示范区，共
同建设港产城一体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先行区。

重新确定滨海新区的
定位和功能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儋州重新审视和确定滨海新
区的定位和功能。根据儋州、洋浦两
地资源条件，以及在建设海南自贸港
中的合理分工、优化发展工作思路，
儋州市今年加快建设滨海新区步伐。

为此，儋州扩大规划范围，把环
新英湾地区，甚至光村、峨蔓等镇都
纳入滨海新区，形成大滨海新区格
局。“市资规局目前已启动滨海新区

中央组团控规修编，即将全面启动整
个滨海新区控规修编，市财政已安排
规划编制经费。”市资规局负责人说。

组建专班现场办公解决难题。
今年2月，市政府成立滨海新区及旅
游产业园建设发展指挥部；4月，抽
调精干人员成立土地征收组、项目建
设组等8个专项工作组，29人吃住在
滨海新区，天天现场办公解难题。

围绕主动服务洋浦，儋州市近日
启动了滨海新区中央组团、中心渔港
的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打造生产和生
活服务功能；启动学校、医院和路网
建设，为高端人才建设宜居城市。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坚持
‘一市双核’发展战略，将那大城区打
造成西部消费中心和宜居城市；主动
服务洋浦，将滨海新区打造成面向洋
浦的生活性、生产性服务中心和宜居
城市，打造成对外开放的大平台，成

为推动儋州高质量发展的‘双动力
核’之一。”

以超常规举措加快
建设速度

今年3月初，儋州市政府通过现
场办公，解决了最后10户征地拆迁
户搬迁难题，全长8.744公里、总投
资8亿余元的滨海二道，最后障碍被
清除。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滨海二
道看到：双向6车道沥青路面已铺
好，今年8月将通车；滨海新区中央
西路、中六横路等重点项目，今年也
将竣工通车。

儋州谋划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全
方位提高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建设适度超前、
快速便捷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主动
考虑衔接洋浦的集疏运体系建设，尽

最大能力帮助洋浦解决发展建设中
的实际难题。

滨海新区是儋州最先承接海南
自贸港政策、最快形成落地效应的港
产城融合联动区域。儋州以超常规
举措加快滨海新区建设速度，完善供
水、道路、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提升
城市功能，加快港产城融合步伐。儋
州市长邹广说：“加快滨海新区公共服
务设施项目建设，在滨海新区打造与
洋浦港产城融合示范区，支持洋浦落
实早期安排，争取早期收获，在服务洋
浦的同时，推动儋州高质量发展。”

紧锣密鼓加快滨海新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近日，儋州市水务局和
粤海水务公司已完成滨海新区自来
水厂二期工程前期工作，完成污水处
理厂二期设备采购；市重点办完成中
央西路、友谊路、滨纬二路的初步设
计及概算评审， 下转A03版▶

儋州主动服务洋浦，构筑滨海新区对外开放大平台

打造港产城融合示范区

本报文城6月26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妍馨）6月26日凌晨
5时，文昌气电π接220千伏玉洲至
江东线路新建工程施工现场灯火通
明，伴随着一阵阵炮击破石的声音，
856名建设者正在紧张有序作业，
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吹响重
点工程攻坚冲锋号。

据悉，该工程是文昌气电厂往
海口地区输送电力的重要通道，是
省委省政府今年的重点建设项目，
也是南方电网为解决海口市2020

年电力负荷快速增长而建设的重点
工程，工程于今年1月份开工建设，
总投资18306.73万元，计划今年8
月底投运，届时将有效解决海口地
区用电需求，改善海南东北部电网
结构，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
可靠电力保障。

“工程线路长度为53.27公里，新
建基础161基。截至6月25日，基础
完成126基，铁塔组立完成71基。随
着投产日期逼近，工程全面进入攻坚
阶段，预计近期还将新增500多人的

施工力量。”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建设分公司项目经理蔡兴奎说。

据介绍，该项目本身工期紧张，
而线路所经之地约有三分之二的基
础开挖都遇到了地下岩石，施工难度
加大，工作量激增，加之疫情影响，项
目按期投产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为此，项目部统筹安排，集中力
量攻坚，白天赶工，晚上加班，昼夜
不停歇抢抓进度。同时从岛外争取
施工资源，增加机械投入，共计投入
炮机挖机65台，桩机18台，争分夺

秒施工，为后续立塔架线争取宝贵
时间，确保项目按期投产。

据悉，今年海南电网公司主网
建设项目多达143个，计划年内投
产项目85个。为此，海南电网公司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采取超常规
措施，拿出“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
不遗余力抓工程进度，重点项目攻
坚也取得阶段性胜利。

截至目前，海南省域智能电网
重点先行示范项目之一的220千伏
洛基至头铺项目配套改造三个阶段

施工任务全部完成；第六届亚洲沙
滩运动会体育场馆供电工程项目三
亚110千伏抱坡输变电新建项目土
建阶段也已接近尾声，随即进入电
气安装阶段，基本将被疫情影响的
工期追回。

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正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时节，
端午节期间，海南电网公司共组织
2000多名建设者，超常规推进电网
主网项目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快速
度、更高质量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端午小长假，海南电网吹响攻坚冲锋号

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云
宇）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
海南调查总队了解到，根据有关抽样
调查反馈数据显示：按现行国家农村
贫困标准测算，2010年以来，海南农
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约133万人，平
均每年减贫14.8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扎实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实施，进一
步加大惠民扶贫政策力度，扶贫效
果和民生改善成就显著，农村贫困
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
降，贫困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生

活消费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生活
条件和环境明显改善，为海南到
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与
全省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打下了
坚实基础。

海南农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
降。2010年海南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23.8%，至 2019年贫困发生率低于
0.5%（注：2019年贫困发生率低于
0.5%，国家统计局将不再公布分省贫
困人口、贫困发生率等数值），平均每
年下降约2.6个百分点。

海南贫困地区农民收入跨进万

元大关，收入结构日渐优化，包括贫
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基本保持两位
数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农
村贫困监测调查反馈数据显示：
2019年，海南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89元，2014
年以来海南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基本
保持两位数增长，累计增长71.7%，
年均增长11.4%；贫困地区农民收入
结构日渐优化，工资、转移、财产收
入比重逐步提高，抗风险能力进一
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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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显示，海南贫困地区扶贫成效显著——

2010年来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约133万人

国家拨1635万元支持
3市县城镇老旧小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近日，国家拨款1635万元支
持琼海等3个市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

为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保障性安
居工程2020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2020年6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住建厅将保障性安
居工程2020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35万元
转下达给琼海市、五指山市、昌江黎族自治县，用于支
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

6月 26日清晨，文昌
市铺前镇木兰湾海边，来
自海口的潜水爱好者在浮
潜，畅享清凉。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6月 26日，在文昌气电 π接
220千伏玉洲至江东线路新建工
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组塔。

通讯员 王妍馨 摄

儋州籍渔船沉没2人获救送医

继续全力搜寻3名失联渔民
本报海口6月 26日讯（记者宋国强 通讯员石

俊）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6月
26日上午9时，儋州籍渔船“琼儋渔31209”上的两名
获救渔民被顺利送到儋州西部中心医院接受救治。
依据6月25日救起2名渔民的相关信息，搜救指挥部
从6月26日上午开始调整搜救方案，集中由20多艘
船舶和2架飞机组成的海空搜救力量继续搜寻失联
的3名渔民。

今晨，搜救指挥部根据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
对落水人员漂移路径预测制定了搜救方案。安排搜救
船舶以救起2名落水渔民位置为搜寻基点，向东北方
向在长15海里、宽10海里的水域进行平行线搜寻。
船舶搜寻区域划分成4个责任区，每个责任区安排至
少一艘公务船舶和数条渔船组成现场搜救力量。搜救
飞机以船舶搜寻区域为基础向外扩展2海里进行平行
线搜寻，并重点对救起2名落水渔民位置周边及近岸
水域增加空中搜寻次数。

据护送2名获救渔民至西部中心医院的洋浦海事
局执法人员张立三介绍，2名获救渔民名为黄祖昌和黄
祖森。黄祖昌向海事执法人员讲述：他们所乘的船舶翻
沉后，船上5人全部落水，后来5人一同手持船上的手
电筒在海上漂流等待救援。

放飞欢笑
6月 26日，海口凤翔湿地公

园，小朋友在兴高采烈地玩耍，度
过一个多彩的假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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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冠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有效靶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