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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政策说明会暨
环岛旅游公路路演在沪举行
260余家国内外企业参会

本报讯（记者罗霞）省商务厅联合普华永道近
日在上海举办海南自贸港政策说明会暨环岛旅游
公路路演推介活动，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回
应国内外投资者对投资海南自贸港的关切。

该活动以“线下推介+线上直播”形式进行，
在上海普华永道创新中心设主会场，香港普华永
道设分会场同步直播。参会企业共260余家，涉
及国际贸易、文化旅游、金融、航运、互联网、医疗
医药、商务咨询、融资租赁等领域。

推介会包括政策宣介、环岛旅游公路驿站招
商路演、园区推介等内容。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向与会企业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
解读自贸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三大领域的高端消费品、邮轮游艇、融资租赁、医
疗健康、航运船舶、离岸贸易、油气化工等产业政
策安排和投资机遇；推介环岛旅游公路的设计理
念和规划，重点介绍40个驿站招商方向。洋浦经
济开发区、海口国家高新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分别在会上向客商重点推介园区主导产
业、优惠政策、重点项目和优势资源。

为加快推动优质企业、项目落地，尽快启动务实
合作，会议期间，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发局以及有关
园区与重点参会客商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结合海南
主导产业发展特点与企业优势，商讨项目合作。

一些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了解了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希望深度参
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下一步将到海南开展实地洽
谈合作。

我省推动落实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预计今年底全省覆盖率达30%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全
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推进现场会获悉，截至
目前，全省共开具合格证14.65万张，附带合格证
上市的农产品356.81万吨。根据相关规定，截至
今年底，预计全省范围内试行主体开具使用合格
证的覆盖率达到30%。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制度，是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者自我质量
控制、自我管理、自我承诺农产品安全合格上市的
一种新型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制度。新制度出
台，将会在农业主体生产、基层监管、部门衔接和
市场消费层面带来系列新变化。我省鼓励各市县
积极开展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培训，加强信息
化推动，利用我省“三农大数据”、部省监管体系等
信息化平台和我省监督、检测基础，设计电子合格
证的推行，让合格证从制度试行开始就实现规范。

《海南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
案》中明确要求：2020年底，全省范围内试行主体
开具使用合格证的覆盖率达到30%；2021年底达
到70%；力争2022年底，全省范围内开具使用合
格证的试行主体实现全覆盖。

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在三亚治愈出院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记者李艳玫）6月26
日下午，三亚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经过综合诊治，符合解除隔离
和出院标准，于当天出院。

据了解，无症状感染者高某某，女，中国籍，国
内居住在福建省福清市。2020年6月9日乘坐
CA082（临时航班）航班出发飞往三亚，6月10日
自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入境。入境即对其进行核酸
检测，并专车送往医院进行检查，随后送往酒店进
行集中医学观察。6月11日，检测机构报告核酸
检测呈阳性，随即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判
定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住院14天里，患者
一直无发热，经治疗后检测咽拭子、肛拭子均为阴
性。该患者的出院，标志该市新冠肺炎住院病例
数据实现了第三次清零。

3月8日，随着最后1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
愈出院，三亚首次实现住院病例清零。5月29日
16时许，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经
过综合诊治，于当天在三亚中心医院出院。这是
当时我省唯一一例出院的从境外输入的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三亚实现第二次住院病例数据清零。

关注端午小长假

关注国际禁毒日

新闻故事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梁振玮

“加油，加油！”6月25日，在万
宁市北大镇尖岭村的后朗村民小组
的一处山塘边，聚拢了喝彩鼓劲的
村民。一场小型的赛龙舟活动在这
处山塘中激烈进行。参赛的选手，
观赛的观众，都是后朗村及周边村
的村民。

桨手摇桨，观众呐喊，一条条橡
皮艇成为“龙舟”，在小小的山塘中冲
刺。一番苦战后，后朗村脱贫村民黄

家庄的队伍从8支龙舟队中脱颖而出，
摘取了龙舟大赛的“重磅大奖”——一
只鹅。昂首挺胸登上领奖台，抱过活
鹅，身着救生衣的黄家庄高兴地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这是集体的奖品，我
们队4个人会平分这只鹅。”

龙舟赛的奖品分别是鸡鸭鹅，
实际上都是村民自筹的。脱贫村民
也积极参与活动的筹备，32名龙舟
赛队员中有 10 名是脱贫村民。
2018年底刚脱贫的黄家庄也积极
参加队伍，提供奖品，他笑着说，在
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家住上了新房，
也在村里做工有了收入，日子是越
过越有滋味。

在现场一边观赛，一边协调组
织的尖岭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全是这
场龙舟赛的发起者之一。看着小山
塘边聚拢观赛、呐喊助威的村民，他
高兴地对记者说，原本只是一个小
活动，没想到吸引了这么多人来
看。明年打算继续开展，让更多村
民来参加。

为什么在村里搞这么一场龙舟
赛？黄家全说，除了迎接端午佳节
外，最主要的还是想改变村民传统过
节的方式，“以前村民大多喜欢在酒
桌、牌桌上过节，今年想通过一些文
体活动把他们从牌桌、酒桌上拉下
来。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当天的龙舟赛是一系列文体活
动的开端。龙舟大赛结束后，后朗村
的村民们又聚拢在一起包粽子，煮食
粽子，整个村子笼罩在欢乐祥和的氛
围中。

“这两年村子发展很快，变化也
很大。”尖岭村脱贫村民黄宏亮专程
赶来看龙舟赛，他说，在党和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不仅村里发展起黑山羊
养殖产业，通过危房改造让大家住上
新房，还建起了漂亮的篮球场、宽敞
的文化阅览室等，“现在村子特别漂
亮，环境越来越好，而且篮球、排球等
文体活动也越来越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

尖岭村133户630名贫困村民搬进
新家，年底实现整村脱贫。“我们希望
通过龙舟赛这一类团体活动，让大家
明白团结拼搏、奋勇前进的精神，齐
心协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黄家全
说，通过这些团体活动，也让以前比
较少参与集体活动的贫困群众打开
心扉，更好地融入村子，共同为尖岭
村乡村振兴奉献力量。

夜幕降临，精彩的竹竿舞活动又
在村里的小广场上进行。伴随着熟
悉的乐曲，后朗村村民们轮流上前，
手牵手跳出律动的“竹竿阵”，共同踏
上创造美好生活的新道路。

（本报万城6月26日电）

小山塘中的别样龙舟赛

■ 本报记者 良子

“我只是代表大家来接受表彰，其
实这份荣誉应该给予奋斗在禁毒一线
的民警和市民。”杨成龙说。

6月23日，国家禁毒委召开全国
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视
频会议，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
二大队副大队长杨成龙荣获“全国禁
毒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如果说警察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
职业，那么缉毒警无疑就是“刀尖上的
舞者”，时刻都有可能面临生与死的考
验。在12年的缉毒旅程中，杨成龙经

历了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的战斗。
在侦破公安部“2015-467”跨

省涉枪涉黑贩毒团伙案中，毒犯王某
为了逃避抓捕，驾车连撞数车后，继续
驾车撞向抓捕民警，杨成龙在闪身躲
避的同时，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猛击
车窗，玻璃四散，他的右手被玻璃划出
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当杨
成龙准备扑上去将其控制时，嫌疑人
王某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匕
首。杨成龙异常冷静，趁着嫌疑人惊
慌之余用力一把抓住男子持刀的右
手，同时挥拳击向王某头部，致其瞬时
失控，与另外一名侦查员将刀夺了下

来，一起将男子死死摁在地上，成功避
免了伤亡事故的发生。

在侦破“2016-680”公安部目标
毒品案件中，广东上家王某驾车将数
量较多的冰毒和海洛因送至海口秀英
港，杨成龙带领专案组民警尾随装载
毒品的小轿车，伺机动手。当民警跟
随到秀英港外的一个红绿灯处时，刚
巧遇上红灯，排在第一辆嫌疑人的小
车停了下来，杨成龙与专案民警分两
边向轿车靠近，企图拉开车门以控制
嫌疑人，但当他试着用手拉车门时，发
觉车门已经从里面锁上，车内的嫌疑
人一看有人向他们靠近，立即试图反

抗逃跑。杨成龙见状，不顾个人安危，
伸手从车窗处牢牢抓住嫌疑人，副驾
驶室的嫌疑人看到这种情况，随即挥
拳与他打斗起来，突然间车子猛加速
倒车，他的手臂被反卡在窗门，整个人
被车辆强行后拖至数十米远，紧接着
嫌疑人一下子加大油门向前冲，突破
封锁，将杨成龙从车窗外甩飞，重重摔
倒在地上，左手被水泥地面擦破流血
不止，正当他准备爬起时，一辆大卡车
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说起这个案
件，杨成龙心里也为自己捏了一把
汗。在归队的路上，他笑着说：“今天
真是万幸，要是没躲过那辆车说不定

就挂了。”
险象环生的场景，惊心动魄的抓

捕，每当想起毒犯疯狂的尖刀和不可
预知的危险，杨成龙眼睛有些许模糊。

多少次孤身直面，多少次单刀赴
会，多少次没日没夜的案情研判…他
曾数次冒着生命危险，装扮成吸贩毒
人员，与贩毒团伙正面交锋；也曾数次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冰冷的匕首。在
一次次与毒贩的较量中，杨成龙凭借
着过人的胆识、丰富的经验、超常的心
理素质，一次次在与毒贩的较量中胜
出，成功将他们绳之以法。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杨成龙：

行走在刀尖上的“猎毒人”

本报海口 6 月 26 日讯
（记者良子）在第33个国际禁
毒日来临之际，国家禁毒委
员会办公室联合中国禁毒
基金会、海南省禁毒办、北
京市禁毒办推出禁毒公益
歌曲《禁毒战歌》，邀请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
理事、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阎维
文倾情演绎。

据了解，《禁毒战歌》由我
省禁毒办制作，作词、作曲均

由 我 省 文 艺 工 作 者 创 作 。
2019年11月22日，这首气势
恢弘、战意盎然的《禁毒战歌》
吹响了海南省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的号角。这首歌慷
慨激昂的旋律、鼓舞士气的歌
词，极大激发了全省禁毒工作
者的斗志和打赢新时代禁毒
人民战争的信心决心。

在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特邀
请阎维文重新录制这首《禁毒
战歌》，在全国播出。阎维文

的演唱感情真挚，铿锵有力的
歌声中蕴含着热烈激昂，彰
显着全民参与禁毒的决心和
热情。

国家禁毒办推动《禁毒战歌》全国播出
歌曲由我省禁毒办制作，邀请阎维文演绎

本报海口 6月 26 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坤）6
月 26 日是第 33 个国际禁
毒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由海南省禁毒办组织、
全省禁毒先进代表拍摄的
2020海南禁毒全明星公益
广告，在微博、抖音、快手等
平台播出后，阅读量迅速破
百万，获得网友点赞。

据了解，参与这支公
益广告录制的大部分是我
省的“禁毒明星”，有刚刚
获得“全国禁毒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的海口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杨成龙、美兰
区海甸街道禁毒办符良
玲，以及“全省禁毒工作先
进个人”获得者省禁毒办
副主任、省公安厅禁毒总
队副总队长周江山，省公
安厅禁毒总队胥瑞，省高
级人民法院周强，“全国最
美基层民警”刘智等，还有
社会各界支持参与禁毒的
工作人员。

“海南的禁毒人为禁毒
代言更加具有说服力。”该

视频策划人胥瑞希望广大
群众能通过这个禁毒公益
广告，共同参与禁毒，参与
全省禁毒大会战，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保驾护航。

2020海南禁毒全明星公益广告获点赞

⬆6月26日，游客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景区观赏海豚表演。该景
区还推出住宿优惠活动，让游客更好地体验海岛风光。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6月25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举办多样活动，包括端午祈福
快闪、包黎家三色粽子、掷色子趣味游戏等。 通讯员 潘达强 摄

看看海豚

包包粽子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郭
萃）6月25日晚，位于海口N次方公
园的“夏日纳凉市集”正式开市，此
次市集集结全岛百家人气品牌，汇
聚融合了海岛文化和多元创意，创
设独具品质的复合型内容夜间场景
体验，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据
悉，该市集将持续至6月27日。

海南日报记者在市集现场看
到，市集设“卡路里现场”“有趣研究
所”“微醺沉醉夜”“文艺新青年”“小
岛LIVE舞台”“环保公益区”“宠物
娱乐区”以及“后备厢自由市”等主
题区域，涵盖美食、咖啡、精酿、手
作、花艺等，呈现平凡生活里的“夏
日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市集首次设
置了环保公益区，呼吁大家共同
守护蓝天碧水。来自海南省众善
关爱小动物志愿者协会、海口畓
榃湿地研究所、观鸟会、松鼠学
堂等公益机构环保人士向市民讲
述海口的自然之美，号召大家一
同守护好海口的蓝天碧水。“利
用市集的人流量，普及海南稀有
物种、宣传湿地小知识，感觉很
有意义。”松鼠学堂环保人士周
璐说。

夏日纳凉市集不只是购物、餐
饮、音乐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复
合场景体验的全新升级，将不同业
态进行有机整合，提供新型社交空
间，让市民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夏
日生活灵感。N次方公园推广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商圈将持续联合

“小岛市集”举办此类年轻人喜爱
的夜经济活动，激活商圈新“夜”
态，为海口夜间经济带来消费新
气象。

激活商圈新“夜”态

海口夏日纳凉市集开市

本报定城6月26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黄荣海）6月25日23时，
2020海南（定安）美食文化节——潮
定安·美食夜市落幕，3天来，美食夜市
美食飘香、节目纷呈，共吸引市民游客
2万余人次，营业收入150余万元。

本次美食夜市汇聚了县内外40
余商家带来的特色美食近100种。
在举办地点定安沿江公园，定安粽
子、冷泉阉鸡、跳舞牛肉、冷泉咖啡、
海南腌粉、德国烤肠等美食尽收眼
底，引得众人驻足品尝。

为了营造美食节的氛围，主办方
还推出一系列活动，连续3晚邀请各
艺术团体表演节目助兴，各种现场表
演、互动游戏轮番上演，与美食节相
得益彰，好吃好看又好玩。

据悉，从2010年至今，定安已连

续11年举办端午美食文化节，以政
府倡导、搭台，企业积极参与的方式
打造美食盛会、文化盛会和节日盛
会，用美食作桥梁，凝聚人气、财气，
大大提升了美食节的群众参与度、知
名度和影响力。

定安端午夜市吸引游客2万多人次

歌舞欢闹 美食飘香

扫码欣赏阎维文
倾情演绎《禁毒战歌》

扫码欣赏 2020 海
南禁毒全明星公益广告

博鳌乐城先行区
打造自然免疫医学研究中心

本报博鳌6月26日电（记者袁宇）6月26日，一
龄自然免疫医学研究中心启动仪式在海南自贸港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
区）举行。该中心将在清华大学能源生物实验室的
支持下，建立富有乐城先行区特色的自然免疫医学
服务体系，利用乐城先行区的特殊政策优势，引进
国际先进设备，实现国际前沿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据介绍，一龄自然免疫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博
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博鳌一龄生命品质改善中
心、博鳌超级中医院，开展以物理医学、水路医学、
营养免疫学、外治医学、运动医学为基础的“水路
外治自然免疫疗法”，运用自然疗法、本草调理、运
动康复、云移动医疗服务等手段，打造以提升自体
免疫力为目的的全生命周期、全民健康新业态。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刘哲峰表示，一龄
自然免疫医学研究中心将能够把全球优秀的自然
医学、免疫医学等优质医学资源汇聚过来，同时结
合传统中医康养，以国际一流的中医药养生保健、
康复疗养服务，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打造中医
特色的健康旅游国际知名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