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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罗
霞）6 月 30 日，境外商会联席会议
（欧洲区）成员商会与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合作签约仪式暨海南自贸港
俄罗斯专场推介会通过“云视频”方
式举行。海南国际经发局分别与来
自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丹麦、
葡萄牙的共6家中资企业商（协）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促海南自贸港

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
根据合作备忘录，海南国际经发

局将与俄罗斯中国总商会、英国中国
商会、法国中国工商会、德国中国商
会、丹麦中国商会、葡萄牙中资企业
协会等6家中资企业商（协）会，在信
息共享、展会合作、贸易投资促进等
方面开展合作。至此，海南国际经发
局在与境外商会联席会议开展战略

合作中，已和包括新加坡、日本、韩
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共11
个国家的中资企业商（协）会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6月 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公布，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式启
航。在这一重要背景下，境外商会联
席会议携手海南国际经发局开展战

略合作，开创“境外商会+地方机构”
互利合作的新模式，是将“走出去”和

“引进来”相结合的创新探索。
“海南自贸港建设意义重大，为全

球投资者带来了重大机遇”“双方在高
新技术、旅游、金融服务、生态环保、教
育、物流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
与会中资企业商（协）会代表纷纷表
示，将利用自身优势和渠道，积极推动

所在国政府、行业和企业抢抓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机遇，推动当地有实力的
企业在海南投资布局，促进海南自贸
港与欧洲的贸易投资合作。同时，将
推动所在国企业参加商务部与海南省
政府拟在海口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推动各国商（协）会和中
小企业在位于海南的“全球贸易之窗”
注册。

海南国际经发局与6家中资企业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促海南自贸港与欧洲贸易投资合作

本报金江 6月 30日电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陈金梅 吴月明）海
南日报记者6月 30日从海南自由
贸易港生态软件园获悉，该园区二
期海南生态智慧新城的首个百亿级
项目——海南腾讯生态村一期近日
已建设完成，将从7月 1日起面向
全球招商。

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是我省
发展互联网产业的主要载体和平
台，是海南11个重点园区之一。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海南生态智
慧新城发现，园区内湖面波光粼粼、
道路绿树成荫、办公楼四周鸟语花
香、景色怡人。其中，海南腾讯生态
村的办公楼已建好，教育、文化、运
动、休闲等各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海南腾讯生态村是“4·13”后我
省首批开建的百亿级项目。短短两
年多时间，该项目一期30万平方米
的办公建筑已完工。

“园区可根据各类企业需求，提
供小高层、合院、独栋和云台写字楼
等多种办公空间选择。”海南自贸港
生态软件园执行总经理刘侃说，海
南腾讯生态村已达到企业注册后可
立即装修入驻办公的条件。

“我们招商的同时也在择商，入
驻的企业要符合自贸港和园区的产
业发展方向，争取实现企业年内进

驻、年内产出的目标。”刘侃说。
作为先行承接海南自贸港政策

的重点园区，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
园将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的要求，围绕“一区三业”即
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数
字文体产业、数字健康产业、数字金
融产业，加快发展步伐，助力海南打
造开放型数字经济高地。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刚好碰上
园区内的微城剧院正在进行舞台设
备调试安装。据了解，为建好该剧
院，园区专门聘请负责国家大剧院建
设管理的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微城
剧院建成后，可满足大型歌舞剧和音
乐会等各类文艺演出的场地需求。

从微城剧院到8大主题公园，从
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到体育馆、图
书馆……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不
惜一次性投入百亿元完善基础设施，
只为“引得凤凰来”。

“以前大家的招商逻辑是‘产-
人-城’，先设定好产业，再招企业和
人进来，最后形成城镇。”海南自贸
港生态软件园副总经理、总规划师
李守旭说，该园区的招商和规划逻
辑则是“城-人-产”，即先围绕目标
产业人群做好园区物理空间规划和
配套建设，吸引人才和企业进驻办
公，产业随之发展起来。

“这是更人性化的招商模式。”李
守旭说，“城-人-产”的招商模式充
分考虑了互联网行业的特点，该行业
的从业者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他们对
生活品质的要求高，“园区就是要为
这些产业人才提供好服务，不仅考虑
其个人需求，也要考虑他们的父母和

孩子的教育医疗等需求。”
而经过11年的发展，海南自贸

港生态软件园一期已聚集了大量的
互联网企业和人才，趋于饱和。该
园区二期生态智慧新城是一期的

“升级版”，规划设计、建设品质、配
套设施等较一期标准更高。

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海南
自贸港生态软件园入园企业累计达
5620 家，今年前 5 个月税收收入
15.08亿元，同比增长18.44%；特别
是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发布后，该园区受到广泛关
注，当月新增注册企业约200家。

海南腾讯生态村今起全球招商
企业注册后可立即装修入驻办公

重点园区

6月28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腾讯生态村，多栋崭新的办公楼拔地而起。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 6月 30 日讯 （记者
李磊）海南日报记者6月30日从省
委人才发展局获悉，近日该局印发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在我
省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制度，
安排专人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精准
服务，打造“覆盖全省、上下贯通、
专员服务、高效办理”的高层次人
才服务保障新模式，围绕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构建以“一次办
好”“零跑腿”为标志的高层次人才
服务新优势，为人才来琼创新创业
解决后顾之忧。

《办法》指出，高层次人才服务专
员是相关省级职能部门按照精准服
务标准，为符合条件且依申请要求服
务的高层次人才配备的服务工作人
员。我省高层次人才所涉服务事项
的省级职能主管部门根据承担服务
事项的数量、服务内容至少各配备1

名人才服务专员。服务专员由职能
部门熟悉政策规定和业务办理流程、
具有良好沟通协调能力和任务执行
力的工作人员担任。

在具体工作中，高层次人才服务
专员将统筹办理所在部门承接的应当
向高层次人才提供的服务事项，及时
协调处理省人才服务中心和其他部门
转办的各类高层次人才服务需求，对
服务事项开展调研，收集和反馈高层
次人才遇到的实际困难和提出的意见
建议，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此外，《办法》明确，我省将通过
在省级、市县、高层次人才较为集中
的重点园区设立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服务窗口，在省委人才发展局、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人才服务中
心等部门门户网站设立高层次人才
网上服务专栏，构建“一站式”网上
服务平台等方式，为高层次人才提供
优质服务。

我省将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制度，形成引才新优势

专人对接帮跑腿 贴心服务解难题

国内首艘500千伏海底电缆
综合运维船下水
有助于提升我省电力保障水平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宋印官 芦海）6月30日，南方电网首艘自主建造
的海底电缆综合运维船在广西梧州顺利下水。这
是国内首艘同时具备500千伏海底电缆运维高速
巡查与海底电缆本体综合检测功能的动力定位船
舶，预计今年10月底交付使用。

该海底电缆运维船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提高
海南联网一、二回海底电缆保护区日常巡视、应急
干预、重大保电特巡、调查取证和海底电缆保护等
方面能力，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该海底电缆运维船总长49.9米，宽8.0米，最
大吃水深度2.6米，总排水量421吨，最大航速20
节。船舶采用抗风力及耐波性兼优的深V船型，
采用双主机、双可调桨推进，可续航距离1000海
里。船舶同时搭载ROV水下机器人系统等检测
设备，可开展海底电缆埋深检测、海底电缆路由地
形地貌检测作业。

“500千伏海底电缆综合运维船投入使用后，
我们不再需要租用船舶巡查维护海底电缆，提升了
出海护缆作业的安全系数，有助于提升海南电力保
障水平。”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罗
霞）6月30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和俄罗斯中国总商会通过“云视频”方
式，举行海南自贸港俄罗斯专场推介
会。与会代表非常看好海南自贸港建
设前景，希望加强俄罗斯与海南在多
个领域的合作，共享海南自贸港机遇。

推介会上，海南国际经发局向与
会企业代表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进

展、政策措施、投资机遇等情况，与会
代表对海南自贸港税收、投资、贸易等
方面的政策非常感兴趣。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公布后，我们第一时间开会，就加
强与海南合作进行研讨，并将与海南
的合作列入‘十四五’发展规划中。”俄
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周立群提出，未
来希望与海南加强5个方面的合作。

一是推动俄罗斯产品通过海南进入中
国市场以及东南亚等地市场。俄罗斯
中国总商会将组织优秀企业到海南考
察，加快推动双方的合作。二是推动
投资合作，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三是
推动俄罗斯物流、贸易等领域企业与
海南的合作。四是充分发挥俄罗斯中
国总商会在组织高端论坛等方面的
优势，深化与海南在商务对话、旅游论

坛等会展业领域的合作。五是与海南
国际经发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俄罗斯人对海南情有独钟，我们
身处海外，得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公布的消息时，非常兴奋。”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原毅建议，在
俄罗斯加大对海南自贸港的宣传推
介力度，让更多俄罗斯人参与海南自
贸港建设。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旅游行业分会
代表谢华非常看好海南自贸港与俄罗
斯的合作前景。“俄罗斯游客非常喜欢
海南。”谢华对海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提出了3点建议，包括推动服务语言
标准化；充分利用足球、水下运动、游
艇等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产品；寻求对
外合作，组织俄罗斯企业参与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等活动。

海南自贸港俄罗斯专场推介会举行
推动海南与俄罗斯深化多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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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
办理事业单位实名制管理或入编手续
子女入学
科研平台支持
人才购车（申请小客车指标）、机动车登
记、驾驶证申领审验
人才落户
出入境管理服务(签证证件办理)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
海南领事业务服务
海关服务
职称评定
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
各类人才交流活动和项目推介服务
柔性引进、灵活使用省外高层次人才
人才公寓、人才购房
医疗保健（大师级人才和杰出人才）
人才就医绿色通道服务
商业健康团体保险
省专业人才培养专项基金
国家森林公园免费入园
乘坐船舶享受绿色通道服务
乘坐飞机享受绿色通道服务
税务服务
工商服务
乘坐火车享受绿色通道服务

主管单位
省编办
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

省公安厅

省科技厅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海口海关
省委人才发展局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委人才发展局
省委人才发展局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省医疗保障局
省财政厅
省林业局
省交通运输厅
民航海南监管局和民航三亚监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服务专员
崔 楠
樊 奕
曾珊珊

方 雄

舒 杰
方学芳
王昌瑜
梁小添
杜 婕
周伟凤
王林新
叶文渊
叶文渊
梁 弟
马 越
康 璇
刘琴琴
万 佳
钟珍华
张越佳
贺 邦
周 渊
田渤帆
郭 尧

专员座机
65327395
65232270
65334505

68835038

68836427
68580612
65342625
65221675
68516282
65910971
65323778
66235836
66235836
65396928
65388328
65388330
66728097
68550279
65226270
65220161
65355127
66731725
65313215
65339192

专员手机号码
18608905995
13005023336
13876109325

15008052299

18689522665
18808962398
18289226777
13617503999
17786905160
13086002788
18889533988
13876489479
13876489479
13518820253
13518820808
15607558611
18575111606
15808940397
18608998930
13876891234
15120715154
15109825055
18976727888
18889668834

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我省上调多项
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一级伤残津贴月增288.07元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李磊）海南日报
记者6月30日从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获悉，根据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有关文件要
求，我省对2020年度全省工伤保险伤残津贴、供
养亲属抚恤金等待遇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周期为
今年7月1日至明年6月30日。

伤残津贴方面，根据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增长率、年度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
数据计算，1级至4级工伤职工月伤残津贴调整标
准（即增加金额）分别为：一级伤残津贴288.07元，
二级伤残津贴274.97 元，三级伤残津贴248.79
元，四级伤残津贴235.69元。

生活护理费发放方面，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
个等级，3个等级调整后的月发放金额分别为
3527.33元、2821.87元、2116.4元。此外，供养亲
属抚恤金调整额（即增加金额）为109.88元。

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调整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等待遇标准，综合考虑了
职工工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能力、相关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情况等
因素。

推广农业清洁生产，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儋州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
本报那大6月3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今年以来，儋州市采取多
项措施加快整治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确
保在今年底前，全面完成16个镇及以下农村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任务。这是6月30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儋州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的。

据了解，儋州针对镇及以下饮用水一、二级保
护区范围内的村庄生活污水污染问题，通过建设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确保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
后进行综合利用或引出二级保护区排放。整改农
业种植面源环境问题，针对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按“一源一策”要求建立农业
种植逐步退出机制。建立健全水源地保护区农业
面源管控机制，推广使用复合肥、有机肥，推广精
准施肥技术，推广使用无毒、低残留农药，尽量减
少农药的使用。

此外，该市通过排查保护区范围内的畜禽养
殖场和水产养殖场，大力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做
好立碑定界工作，推动一级保护区物理隔离网建
设。加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建筑整治力度，
明确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
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
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结合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工作，从严查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违法
行为，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海口江东新区
推出全球招商专题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习霁鸿）为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加大海外招商力度，近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与中国经济信息
社联合在“一带一路”专业信息网站新华丝路英文
网（en.imsilkroad.com）推出全球招商专题。这
是江东新区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部署要求，抢抓机遇、狠抓招商，力争取得自贸港
建设早期收获的重要创新举措。

该专题立足政策性、权威性，多角度、全方位
对外推介海口江东新区，为全球访问者打造深入
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海口江东新区优惠政策、
寻找发展机遇的平台。专题设置江东新闻、海南
新闻、江东概况、多彩江东、投资联系等主要栏目
及版块，投资者可以通过该专题了解海口江东新
区最新投资政策、招商方向和建设成果，并通过打
电话、发邮件等方式与江东新区管理局联系。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