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检校：李彪 蔡法A05 综合

■■■■■ ■■■■■ ■■■■■

重点园区

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2020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百强榜》发布

海口高新区位列第40位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郭萃）近日，赛迪顾

问与新浪医药联合发布了《2020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百强榜》，海口国家高新区位列百强榜第40位。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387家国
家级产业园区中，有193家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
重点发展方向。百强榜主榜单对所有国家级生物
医药产业园区进行综合评估，评选出2020年生物
医药产业领域的百强园区，3组子榜单分别从外
驱动力、内驱动力和扩容潜力3个维度，对生物医
药产业园区在某个领域的表现进行评估。

据了解，海口高新区医药产业重点发展医
药、高端器械、医疗设备、基因检测、精准医疗、
医药物流商贸业及保健品生产和研发。目前已
引进了齐鲁制药、黄龙制药、海南医学院、长安
制药、康芝药业、葫芦娃、海灵化学制药和双成
制药等生产和科研机构入驻。下一步，海口国家
高新区将全力创建“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
医疗器械等产业。

本报三亚 7月 2日电 （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林诗婷）“办理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时，通过签署诚信承
诺书，申请延迟缴纳三亚市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当天申请、当天审
批，当天就拿到证，为我们企业推进
项目建设节省了大量时间、资金成
本。”7月2日下午，三亚太金置业有
限公司前期开发经理王鹏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日前，随着三亚太金置业有限公

司在承诺期限内补齐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余款2000万元，三亚中央商
务区首单施工许可容缺审批承诺正
式兑现。这得益于今年以来三亚中
央商务区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结
合企业实际实施建设工程项目行政
审批告知承诺制度，推进优质项目加

快建设。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是指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规定的范围内提
出行政审批申请，行政审批部门一次
告知其审批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审批
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即可办理相关
审批事项的方式。三亚中央商务区
实施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度，通过事
前告知，承诺申请，容缺受理，企业事
后兑现承诺，为企业削减资金成本和
时间成本，全力支持企业对抗疫情冲
击，全面复工复产。

“6月初，我们申请从境外总部调

拨资金，按照项目推进节点要求，需要
取得三亚太平金融产业港项目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由于一次性交齐
2600余万元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较为困难，便向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
局提出申请，承诺分期缴纳，6月30
日前交完该项费用。”王鹏说。

据悉，三亚太金置业有限公司是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的三亚项目公司，
该公司推进建设的三亚太平金融产业
港总计划投资13亿元，将重点打造保
险、普惠、平台孵化、金融科技四大板
块，对园区打造金融服务业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

截至目前，三亚中央商务区已受
理并办理容缺审批件52件，三亚中央
商务区管理局成立以来，园区新注册
企业达140家。

三亚中央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积极探
索单项制度突破和制度集成创新，推
动“一改两减三提速”，打通“审查师+
审批官+商代表”服务改革架构；将涉
及发改等8个部门共计64项市级权
限的审批事项，集中到1个窗口办理，
加快区域评估成果应用，实现了一般
事项一人极速办结、重大事项两级极
简办结。

三亚中央商务区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度

首单施工许可容缺审批承诺兑现

海口江东新区本月起受理
引进人才住房补贴申报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曹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7月1日起，江
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受理引进人
才住房补贴核发申报。

据了解，在海口江东新区，每季度
首月（即1月、4月、7月、10月）前10
个工作日为人才住房租赁补贴申报受
理时间，每年1月前10个工作日为人
才住房购房补贴申报受理时间。

7月1日至14日，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受理2020年第三季度人才住
房租赁补贴申报，符合相关要求的人
才住房保障对象，可向用人单位提出
申请并提交个人有关材料，用人单位
可通过网上申报或现场申报向江东新
区管理局提交申报材料。

洋浦保税港区标准厂房
工程项目开工
预计9月底建成

本报洋浦7月2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
郝少波）海南日报记者7月2日从洋浦开发建设控
股有限公司获悉，洋浦保税港区标准厂房工程项目
已开工，目前正加快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用。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洋浦保税港区标准厂
房工程项目现场看到，5台挖掘机开挖基坑，6辆运
输车运送土方，100多名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忙
碌着。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林庆茂介绍，目前正组
织工人进行钢筋模板制作安装、承台基础施工等基
础作业，计划一周后开展标准厂房主体工程施工。

“根据阶段性进度情况，项目所用材料均提前
进场。”项目监理单位项目总监李东升表示，将在
严格督促施工单位在保证施工安全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项目建设，确保尽早完工。

据悉，洋浦保税港区标准厂房工程项目总投
资约1.6亿元，占地面积64.97亩，总建筑面积约
4.6万平方米，建设6栋2层厂房、1栋3层综合办
公楼、1栋3层食堂以及园区道路、绿化和管网等
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为入驻洋浦保税港区
企业提供生产、办公场所，进一步改善保税港区配
套设施，持续优化洋浦营商环境。

6月30日，山海高速全
长456.4米的南田藤桥东河
大桥，正在进行桥面施工。

据了解，山海高速三亚
段已经建设完成87%，其中
桥梁完成 80%，路基完成
97%，隧道完成 95%。南
田藤桥东河大桥箱梁架设完
成，南田隧道左洞目前已经
贯通，右洞也在加紧施工，预
计7月底实现贯通。

山海高速公路全长56
公里，起点位于五指山市通
什镇，顺接琼中至乐东高速
公路五指山连接线，终点位
于三亚市海棠区，接G98环
岛高速公路。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杨涛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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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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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逢
照顾两名孤儿15年

演绎人间大爱
文昌市文教镇文南村党支部副书

记、村委会副主任

■党员语录
“我是一名党员，能够尽自己

的能力给别人帮助，我觉得很快
乐。”

杨媛
90后党员有担当
她的青春“燃”起来

文昌市烟草专卖局内管组企业监
督管理员

■党员语录
“自贸港建设对海南的每个人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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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2020年讲述平凡党员的不平凡故事”党员风采
前言：为巩固深化拓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持续提升文昌市
基层党建工作水平，集中展
示平凡党员坚定信仰、奉献
为民的工作事迹，形成“把简
单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
凡事干好就是不平凡”的鲜
明导向，激发全市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动力，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
年，结合开展“我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活动，激励全体党员干部
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
和实效，万众一心应对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
大考”，答好“三张答卷”。
文昌市近日启动“2020 年
讲述平凡党员的不平凡故
事”系列主题活动，充分发挥
“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深
入挖掘基层党员在平凡岗位
上爱党爱国、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等故事。

本报特别刊出2020年
第三期“文昌市讲述平凡党
员的不平凡故事”大型党建
宣传活动挖掘出来的10位
基层党员典型，集中展现文
昌基层党员闪耀在新时代号
角下的党性光辉。

扫码了解党员详细报道

覃星猛 翁强 韩碧
钟山 云帆 陈凯 邢若飞
最美逆行守护生命之光

同济文昌医院援鄂团队

■党员语录
“在病房里看到了太多生死

离别，更加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也
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平凡的生
活，更加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国
家、爱我们的家人，珍惜生活的每
一天。”

李玲
关心智残孩子

送教上门传递温暖
文昌市迈号中心小学教师

■党员语录
“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年

轻教师，但我时刻不忘自己是一
名光荣的党员，平时工作中都严
格要求自己，尽自己的所能发挥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吴剑如
72岁党员

防疫一线勇担当
文昌市蓬莱镇石壁村老党员

■党员语录
“我做的都只是一些很小的

事而已。我是一名党员，这是我
应该做的。”

吴清柏
凌波驾浪二十载

守护蔚蓝
文昌市海洋执法大队渔业执法室

主任

■党员语录
“作为一名老党员，保护渔业

资源，守护海域环境，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担当。”

陈敏
为民解忧的“暖男”民警
文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一

级警长

■党员语录
“出入有境，服务无境，作为

一名党员，我会用实际行动做好
本职工作，提高出入境服务水
平。”

黄妹
“微商”助农
铺就村民致富路

文昌市重兴镇新寨村党支部副书
记、大学生村官

■党员语录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作为

一名青年党员，我还要继续为村
民做更多事情。”

邢益育
青年教师成长之路

的引航人
文昌市教育研究中心中学教研室

主任

■党员语录
“虽然还有4年多就要退休

了，但我还想再带出一批青年老
师。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
的力量无穷，培养年轻老师是特
级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潘雄
守护好文昌的绿水青山
文昌市中航环卫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工会主席

■党员语录
“我经历过十多年的部队锻

炼，也造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
神。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只看是
否无愧于心。今后我会继续带领
班组，努力把文昌河清洁工作做
好，守护好文昌的绿水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