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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走向我们的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

重点园区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吕超

广阔平整的土地上，三亚南繁种
业科技众创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南繁
众创中心项目）的建筑拔地而起，项
目经理李伦虎一手拿着规划图，一手

“排兵布阵”，加快推动项目建设。
近日，南繁众创中心项目建筑主

体封顶，这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承接市级审批权限后的第一个封
顶的高层产业办公楼项目。该项目
投产后，将作为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制种、育种及研发的核心基地。

纵观崖州湾科技城园区，从产业
促进中心项目，到研学大道A段道路
工程项目，再到南繁众创中心项目，
各类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目之所及，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座动能澎湃

的科技新城正蓄势待发。
招商引资方面，截至目前，崖州

湾科技城共签署市级或园区协议123
份，其中今年以来完成协议签署76
份；完成招商企业注册220家，其中今
年以来完成招商企业注册164家。

抢工期赶进度
项目加快建设

作为项目经理，李伦虎在工地现
场忙得像个“陀螺”，在他的指挥下，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虽然项
目建筑主体已经封顶，但是我们也不
能松懈，必须确保项目按时按质交付
使用。”李伦虎说。

像“陀螺”样忙得团团转的，还有
研学大道A段道路工程项目负责人

夏云泽。为了加快项目建设，他把近
百名工人分在了4个路段上同时作
业，提高施工效率。他每天在工地上
巡逻，协调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困难。

“按照计划是明年6月竣工通车，但
我们正在全力施工，争取今年底提前
实现功能性通车。”夏云泽说。

项目建设的有效推进，对于园区
发展至关重要。围绕“生态、生活、生
产”深度融合的开发理念，按照“配套
设施加快先行、产业项目同步跟进”
的开发时序，崖州湾科技城以重点项
目建设为着力点，抢工期、抓进度，加
快园区“五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配套建设。

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配套项目
是关键一环。以研学大道A段道路工
程项目、壹栈·南山春苑公寓为代表的
基础设施正在加速建设中。此外，崖
州湾科技城还将打造智慧园区，推进
园区5G建设，搭建大数据平台和科研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积极推进

园区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

多方联合招商
企业纷至沓来

偏居一隅的崖州区曾是三亚发展
速度较缓慢的地区，如今乘着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东风，伴随着崖州湾科技城的
建设，这里成了三亚投资兴业的热土。

在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办公大楼
8楼，产业促进处副处长郭东峰忙前忙
后，接待一批又一批前来考察的企业
代表。期间，他还要不停地回复工作
邮件、信息，线上线下同步办公。忙碌
充实的工作状态让郭东峰切身感受到
了崖州湾科技城干事创业的激情。

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外在动
力。崖州湾科技城高度重视招商引
资工作，将之作为推动园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抓手，不断强化招商力度。

今年3月初，一场特别的签约仪
式令人印象深刻。通过一块电子屏

幕、一次视频连线，科大讯飞正式入
驻崖州湾科技城。“虽然疫情阻挡了
出门的脚步，但是招商工作一刻都没
有停歇。”郭东峰说。

近期，南京格外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陈云山来到崖州湾科技城
考察后，决定将公司迁过来。“一切都
很顺利。我们来一次基本能办好工商
注册地变更、办公住所选址等有关手
续，不用来回折腾。”陈云山点赞道。

崖州湾科技城门庭若市，企业享
受高效率服务，背后是招商机制的不
断完善，服务企业的意识不断提高。

“我们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分别组建南繁、深海、高教
领域3支招商队伍，同时发挥两家平
台公司产业优势及所长，凝聚多方力
量联合招商。”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崖州湾科技城正以
超常规的认识、举措和行动确保招商
引资工作取得超常规实效。

（本报三亚7月9日电）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项目建设提速，招商引资提效

双轮驱动，园区“全速跑”

文昌国际航天城：
完成极简审批
基础性工作

本报文城7月9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张婷婷）海南日报记者
7月9日从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
获悉，按照《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重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有关
规定，文昌国际航天城日前已完成
园区相关规划、区域评估以及产业
项目准入清单编制等工作，为推动
实施极简审批制度打好基础。

据悉，涉及到园区发展的总体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产业规划此
前已完成编制。除此之外，相关部
门启动了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建设项目林地使
用情况说明、区域节能评估、区域环
境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
评估等相关工作。

“提前做好基础性工作，有利于
推动落实极简审批制度，提高工作
效率，为企业和项目落地提供‘拎包
入驻’服务。”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发布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
2019年度评价报告

洋浦定安白沙位列前三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李梦人 实习生王迪妮）7月9日，省工商联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海南省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
2019年度评价报告》，洋浦、定安、白沙位列2019
年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评价前三名。

据介绍，今年3月至5月，省工商联组织我省
民营企业家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对2019年度我省
各市县（含三沙、洋浦）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进行
了评估、排名及问题分析，旨在了解和掌握我省民
营经济发展软环境状况，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软
环境和促进我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依据。

根据数据统计分析，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软环
境（2019年度）评价中得分排名前十名的市县
（区）依次为：洋浦经济开发区、定安县、白沙黎族
自治县、临高县、三沙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儋州
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澄迈县、三亚市。

省工商联有关负责人指出，本次调查参照
《2019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18-2019 海
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等营商环境指标体
系和目标要求，结合我省省情，围绕“政策落实”与

“涉企服务”两条主线，构建了“政策环境、法治环
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五大环境组成
的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系统框架，是我省在服务
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中，可操作、可推广、可复制的
一项制度创新，被列入中央统战部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实践创新十佳案例，为推动各市县政府加强
和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起到促进作用。

海口江东新区
17条道路拟更名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习霁鸿）为适应
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充分展现海口江东新区的
开阔格局和崭新气象，海口市民政局7月9日发
布公告，拟对江东新区原有的“滨江东路、美灵路、
美灵南一路”等17条道路进行集中更名，分别以

“长江、黄河、珠江”等国内著名江河命名。同时，
就更名方案向社会各界征求建议和意见。

三亚为31家高新技术企业
发放1550万元奖励资金

本报三亚7月9日电（记者梁君穷）海南日
报记者7月9日从三亚市科工信局获悉，为鼓励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近日三亚为31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发放1550万元奖励资金。

今年1月22日，三亚发布《三亚市市级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及扶持办法》，规定对推动新技
术成果的转化和落地、真正带动产业链发展的高
新技术企业进行鼓励，对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给予一次性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奖励。

“我们的产品主要用途是域网设备，目前服务
三亚的医药批发企业、医疗急救企业、银行以及星
级酒店。”海南指南帮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吴
国理说，三亚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
有助于促进创新型企业在三亚的发展。

三亚市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获得奖励
资金的3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在
生物与新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多为智慧密集型
企业，员工中不乏“海归”和外籍专家。今后三亚
还将不断引进和培育创新型企业，提升支撑高质
量发展能力。

全省24个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
中标廉洁预警会召开

我省开展交通工程招投标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李
丽 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召
开的全省24个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中标廉洁预
警集中谈话会议上获悉，该厅正组织开展交通工程
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助力自贸港建设。

会上，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省公路管理局、省
港航管理局等建设单位分别对项目中标单位提出
廉洁要求，11家中标单位代表就如何做好项目廉
洁建设工作作了表态发言。随后建设单位与中标
单位代表签署了廉洁承诺书，从源头上对工程建
设领域的腐败行为进行遏制和防范。

据悉，省交通运输厅正组织开展交通工程招
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计划对“4·13”以来招标
的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和养护工程项目进行一次大
规模的梳理和排查，严查虚假招标，转包、违法分
包、人情工程以及领导干部干预招投标问题，对排
查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一
查到底，绝不手软，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
关严肃处理，营造我省交通工程建设领域风清气
正的营商环境，打造一批廉洁工程，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7月9日下午，海
南银行澄迈科技支行与海南冻品云
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冻
品云）就供应链金融合作项目举行
座谈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利用量身打
造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助力我省经
济发展。

冻品云目前已经覆盖海南省
全域及广东省主要城市，服务餐饮
及单位食堂近 10 万家，利用自研

的 SAAS 云端解决方案逐步形成
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并形成农业

“补短板”供应链集群。海南银行
与冻品云进行业务对接和深入服
务，主动进行金融业务创新和场景
金融结算科技创新，为冻品云量身

打造了先进的供应链金融平台。
该金融平台紧密结合冻品云作为
供应链核心企业端的发展实际和
业务需求，快速支持，灵活处理，融
通兼备，以金融信用和金融科技助
力企业更好发展。

海南银行与冻品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金融创新服务企业发展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记者傅
人意）7月9日上午，省农业农村厅与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
研究所在海口签订“海南现代渔业科
技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推
动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创新合
作机制，通过技术支撑、成果转化等
方式有效提升海南省渔业科技水平，

促进海南渔业产业可持续发展。
根据协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将推动海南渔业
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为产业发展规
划提供支撑。主要包括“十四五”渔业
发展规划、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规划、
水产良种场标准化建设等。二是推动
现代化渔业技术应用与成果转化。主

要包括现代化陆基养殖工程装备、深
蓝渔业技术、清洁能源电力驱动休闲
渔船、水产品加工自动化技术装备等
研发与成果转化。三是推动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安排专家入驻海南，提供
决策咨询等技术支持。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
器研究所将围绕海南省渔业发展战

略，以推进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充分发挥其在渔业生态工程、工业
化养殖技术装备、海洋渔船与装备、水
产品加工装备及智慧渔业等领域的科
技人才优势，为海南渔业发展规划、产
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提供技术支
撑，实现海南渔业“技术创新化、装备
现代化、管理科学化、发展持续化”。

省农业农村厅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合作

科技赋能现代渔业建设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高明翠

“感谢您参与近日秀英区东山镇
玉下村生态玉米公社工艺助农活动。”
7月9日，一封感谢信从玉下村委会送
到了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的海南省农垦
老干部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垦老干
中心）。

这封文字朴实的来信，纸短情却长
——2019年，玉下村委会组织99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利用扶贫资金种植70

亩“美玉糯”新品种玉米，今年玉米喜获
丰收，可是本该欣喜的村民们却为销路
犯了难。正当村民发愁之际，海垦老
干中心动员党员群众，积极开展消费
扶贫活动，发起线上接龙订购。海垦
老干中心16个党支部共129名在职
及退休人员订购了198份扶贫产品，
解了村民燃眉之急。

“能够如此迅速为扶贫产品找到销
路，得益于常态化机制的建设。”海垦老
干中心行政负责人关辉说，为实现消费

扶贫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今年4月中旬，
中心创新尝试依托各个离退休党支部，
成立消费扶贫志愿者服务队。

“服务队下设10个消费扶贫志愿
团，中心选定42名老同志参与志愿团
的管理工作，为全中心老同志参加消
费扶贫提供服务。”消费扶贫志愿者服
务队队长黄建南介绍，扶贫产品到货
后，志愿服务队还会组织志愿者发放
产品，确保扶贫产品有序到达消费者
手中。

“成立消费扶贫志愿者服务队后，
我们购买扶贫农产品更加方便快捷。
在满足居家生活需要的同时，又能为
助农脱贫增收贡献一点力量。”海垦退
休干部詹华清说。

据统计，自海垦老干中心消费扶
贫志愿服务队成立后，已陆续带动
1500余人次参与消费扶贫，消费金额
超10万元。

这只是海南农垦广大党员职工积
极参与消费扶贫的一个案例。为了组
织好消费扶贫活动，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成立消费扶贫行
动领导小组，将消费扶贫行动业绩考评
纳入企业年度业绩总考评，把考评结果
作为企业奖惩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
依据，并结合垦区实际，明确责任分工。

与此同时，海南农垦各企业在消
费扶贫活动中，将产业发展和品牌打
造与脱贫攻坚相结合，以产品为媒介、
用消费搭桥梁，通过直播带货、网络平

台售卖、开设线下体验店以及举办线
下消费集市等一系列举措，让农家好
货走向市场。

“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实际上是对
市场规律的尊重，有的贫困地区并不
缺少资源禀赋，只是缺乏市场观念和
渠道。”海垦控股集团扶贫办主任邢贻
标介绍，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拥有产业
发展实际需求以及品牌打造的丰富经
验，以企业作为平台，培育市场、扩展
销路，不仅为扶贫产品对接市场，还注
重培育贫困群众的市场意识。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27日，垦
区共有茶叶、蜂蜜等38个扶贫产品在
海南爱心扶贫网上架，销售额总计
921.81万元。（本报海口7月9日讯）

海垦创新模式，推动消费扶贫常态化制度化

帮老乡卖货，他们办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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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68723717
联系地址：海口市长滨三路9号市第二办公区

16号北3楼

7月8日，在儋州市体育
中心“一场两馆”项目建设现
场，体育场和体育馆正在进行
主体结构施工建设，游泳馆仍
处于基础施工阶段，工程车辆
来往穿梭，工人正忙着施工。

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
馆”项目位于那大北部湾大道
与中兴大街交汇处。建设内
容主要包括体育场、体育馆、
游泳馆、广场及绿化等配套设
施工程，预计明年12月竣工，
建成后将作为2022年第六届
省运会的举办场地。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

“一场两馆”
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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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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