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率省
“八一”拥军第二慰问团到驻琼91172部队慰问。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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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8 月 1 日电（记者
刘操）7 月 31 日，海南省政协主
席毛万春率省“八一”拥军第三
慰问团赴三亚慰问驻琼军警部队
官兵。

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毛
万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官兵代表
送上慰问品，向他们表示节日祝
贺，并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长期
以来的忠诚奉献表示崇高敬意和
衷心感谢。慰问团一行还参观了
骨科病区，毛万春与基层官兵亲切
交流，详细了解战士们的工作和生

活等情况，关切询问他们还有什么
困难。

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是海南千载难逢的
历史发展机遇，为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注入强劲动力。当前，全省
上下正拼搏进取、担当实干，把自

由贸易港建设这一伟大事业奋力
推向前进。希望驻琼军警部队继
续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充分
发挥军队支援地方建设的特有优
势，加强与地方密切协作，积极支
持海南自贸港重大项目建设、重要
平台打造、重点改革落地，配合地

方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助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参与平安创建、和
谐创建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更大
作为。同时，省委、省政府将切实
当好驻琼军警部队和广大官兵的
坚强后盾，千方百计帮助部队解决

实际问题，用心用情地做好拥军优
属工作，维护好军人军属的合法权
益，让军人真正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为部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
驰，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参加慰问。

本报海口 8月 1日讯（记者
况昌勋）8月1日，时值“八一”建
军节，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率
省“八一”拥军第二慰问团到驻琼
91172部队慰问，向驻琼部队官
兵致以节日的问候。

在 91172 部队，沈晓明一行
看望慰问了官兵代表，参观了
武器装备平台建设及装备展
示，实地了解基层官兵作训和
生活条件，并与官兵共进工作
午餐，同大家交流工作和生活

情况。
沈晓明向驻琼军警部队官

兵忠诚坚守祖国南大门表达崇
高敬意，对大家积极支持海南自
贸港建设表示感谢。他表示，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驻
琼军警部队的建设和发展，积极
做好拥军优属等各项工作，切实
为部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驻琼部队领导郑少波、省政
府秘书长倪强参加慰问。

本报那大 8 月 1 日电（记者
金昌波）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
委副书记李军7月 31日率省“八
一”拥军第四慰问团赴儋州走访
慰问驻琼军警部队官兵，共庆建
军佳节，共叙鱼水情谊，共谋发
展大计。

在部队驻地，慰问团考察了武
器装备，看望了正在训练的官兵，
并向他们送上慰问品。李军代表
海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向驻琼部队官兵及家属致以节日
祝贺和亲切慰问，并对大家积极参

与海南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在自
贸港建设、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抢
险救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在慰问座谈会上，李军一行观
看了部队建设发展纪实片，听取
了驻琼部队官兵对省委、省政府

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军说，习近
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
大军事实践的宝贵结晶和根本
引领，希望广大驻琼官兵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
习 领 会 其 精 神 实 质 和 实 践 要

求，不断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
务的能力。希望驻琼部队积极
投身自贸港建设，和全省人民
携手并肩、协力前行，共同推动
国家战略落地实施，确保自贸
港 早 期 收 获 早 日 惠 及 全 岛 居
民。海南各级党委、政府将一

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切实当好驻琼部队和广
大官兵的坚强后盾，千方百计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部队履行
职责提供坚强保障。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
参加慰问并主持座谈会。

沈晓明率省“八一”拥军第二慰问团到驻军某部慰问

毛万春率省“八一”拥军第三慰问团赴三亚慰问时表示

为部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供强有力保障

李军率省“八一”拥军第四慰问团赴儋州慰问时表示

全力当好驻琼部队和广大官兵的坚强后盾

海南航空“智慧航班”首航
旅客可享腾讯数字内容服务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7月30日，海南航空
首架完成客舱局域网改造的航班HU7081从海口飞往北京，
标志着海南航空在“智慧海南”航空服务业领域迈出重要一
步，再次升级旅客美好出行体验。

此前，海航集团与腾讯、多尼卡公司围绕实现“智慧航
空+自贸港”达成战略合作，三方将通过高标准、高质量的建
设和运营，创新推动高新技术全面应用，以实际行动助力海南
自贸港产业创新发展。

据悉，腾讯与海航集团、多尼卡共同打造了数字客舱精品
服务，为旅客提供近5万条视频资源、200张音乐专辑及海南
自贸港等目的地推介，旅客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便携
电子设备一键开启系统，畅享空中商城、游戏、服务点评等多
种丰富功能。

在当天海南航空首架搭载全新局域网的“智慧航班”上，
腾讯整合了旗下视频类、音乐类、资讯类、阅读类内容矩阵，为
客舱局域网注入了海量娱乐资源。乘客可在平稳飞行后，使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便携电子设备连接客舱Wi-Fi，解
锁海南自贸港宣传以及腾讯新闻、腾讯视频、腾讯微视、腾讯
音乐娱乐等相关数字内容。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腾讯加
快了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近年来腾讯已由点
及面，先后与海南省就城市超脑、智慧园区、智慧文旅、
智慧医疗等众多领域展开了合作，为助力“智慧海南”建
设奠定了基础。

腾讯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与海航等企业合作，腾讯将发
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以航空互联网为切入点，全面助力智慧海
南建设，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发挥作用。

三亚赴广东开展游艇产业推介

多家企业有意布局鹿城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林诗婷）7月31日，三亚中

央商务区管理局赴广东惠州，举办游艇产业自贸港政策推介
交流会，吸引辛普森游艇、深圳欧尼尔游艇、厦门游艇行业协
会、广东游艇行业协会等近50家国内外游艇产业链相关机构
代表参加，当场与多家游艇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交流会上，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对三亚游艇产业发展
消费和交易两大中心的规划进行详细介绍，多角度展示三亚
在发展游艇产业方面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包括
海南自贸港政策下整艇进口零关税、游艇多证合一、最快30
分钟开办公司、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等内容。

与会代表围绕游艇主题交流探讨气氛热烈，来自游艇制
造、游艇代理、水下机器人等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嘉宾纷纷问
询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三亚游艇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超
级游艇发展、二手游艇购买、游艇制造业发展、游艇企业注册、
游艇人才、游艇融资租赁等相关情况，多家游艇企业表示将到
三亚考察投资。

“通过这次交流会，我们对海南自贸港政策、三亚中央商
务区产业体系有了全面了解，对三亚未来游艇产业发展充满
期待，希望能够在三亚寻求更多业务合作机会。”深圳市海之
蓝游艇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庄少荣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深度挖掘自贸港政策
优势，通过自主洽谈、协会招商、产业链招商等多形式多渠道，
积极开展精准招商引资工作。截至目前，全球游艇制造前10
名的法拉帝亚太集团、海星游艇集团等多家游艇公司已达成
入驻意向，三亚世天邮轮有限公司、三亚蓝启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等10余家邮轮游艇企业已成功入驻。

洋浦新奥泛能微网项目投产供气
为区内部分企业投产运营提供能源保障

本报洋浦8月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
讯员王泽雨）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调试，7月31日，洋浦新奥
泛能微网项目投产并正式对外供应蒸汽，为区内部分企业投
产运营提供能源保障。

在洋浦保税港区的海南恒丰挂面生产车间外，滚滚蒸
汽从管道口喷涌而出，这是为了保证输汽管道洁净而进行
的吹管工作。在车间外面，施工人员在为输汽管道做最后
的外层保温检查工作，检查完成后，蒸汽将输送至挂面生产
车间。

“新奥泛能微网晚上加班加点，确保了蒸汽的供应，为
我们公司开机调试生产设备提供有力支持。”海南恒丰河套
粮食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杨振强说，现在公司基本具备了
通汽通电条件，经过调试后，预计8月10日左右正式投产。

蒸汽是海南恒丰挂面车间投产的必需能源之一。为
了保证企业能够顺利投产运营，近段时间来，洋浦工委管
委会积极协调，督促洋浦新奥发展能源有限公司加快建设
进度，推进管网铺设，为保税港区内的企业项目投产打通
了“经络”。

据了解，洋浦新奥泛能微网一期项目是海南自贸区第五
批集中开工项目之一，占地42亩，总投资1.8亿元。新奥能源
公司通过采用本地生物质原料制热，两台生物质锅炉每小时
能够为园区企业提供90吨蒸汽热能。除了供应海南恒丰，下
一步还将为海南日中天制药、海南椰容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响
亮饲料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蒸汽热能。

洋浦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栾红军介绍，
公司之前已积极跟蒸汽用户进行对接，了解对方的生产情况，
根据用户的需求来安排生产计划，以多种举措保障安全稳定
的蒸汽热能供应。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程旺

我是一个纸浆碗，或者，你
们也可以喊我一次性纸浆餐
具。8月1日是海南重点行业和
场所正式禁塑的第一天，我在这
值得铭记的一天被摆上海口超
市货架，正式“上岗求职”，等待
被“聘用”。

在摆上货架之前，我并不是
一个“身材”圆乎乎的碗，而只是
由甘蔗浆、木浆混合而成的浆
液。“天哪！你都经历了些什么？”
我依稀记得，那天我变成纸浆碗
从生产流水线上下来时，甘蔗浆、
木浆等浆液小伙伴看到都惊呆
了，它们觉得难以想象，居然还能
变成一个碗！毕竟，我们原先都
只是植物纤维，可扔可弃，没想到
还可以这样“华丽变身”，再派上
用场。

当然，工厂里所有浆液小伙伴
都可以像我一样“变身”。在科学
生产技术“魔法”的加持下，我们
经历了制浆、成型、模压、烘干、整
型、切边、检验等流水线环节，顺
利走出工厂，坐上货车，到超市货

架上开始自己的“求职旅程”。
海南在开展禁塑之前，我们

的身影很少出现。听超市里工
作人员聊天得知，从今天开始到
11月，学校、大型商超、医院、景
区景点等重点行业和场所，正式
率先开展禁塑试点工作。原来，
此前禁塑工作准备了那么长时
间，都在为了这4个月的试点工
作，以及今年12月起的全面铺开
打基础。

这么说，我们来得正是时
候！这真是令人兴奋！

实际上，我和兄弟姐妹们也是
带着“工作任务”来的。从出生之
时起，我们就参加了“职业技能培
训”，其中最关键的要求是要绿色、
环保、可降解，还要方便人们使用，
能应付各种需要我们的场合。

为什么如此要求？因为在我
们的“大家庭”里，有一群工作年
限颇久的“老大哥”，大家都喊它
们为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
或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瓶。它
们在变成餐具或瓶子之前，和我
们完全不同，它们最初是 PP、
PET、PVC等原料材质，名字依

次为聚丙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和聚氯乙烯，主要来源于石
化资源。

它们很难被降解。如果被随
意丢弃，这些“老大哥”们将会在
其漫长的一生中不断老化、龟裂，
逐渐变成微颗粒，渗入土壤、地下
水或海洋，成为上百年都无法降
解的“化石”，形成人们口中的白
色污染，或污染土壤水质，或威胁
海洋生态。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未
来场景。因此，作为能更快被降
解、更绿色环保的产品，我们被赋
予任务使命“上岗就业”了。

如今，我们已经悄悄地出现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服
务。比如烧烤、聚会、酒席、野餐、
外卖……这些场合我全都hold得
住，能盛得住水，装得了油，耐得
住高温，还常常被夸“干净卫
生”。你们不用夸我，这些都是我
该做的。在结束这些“工作”之
后，我会被堆放在合适的位置，自
然降解泥化为有机肥料，还原为
二氧化碳与水，然后回归到大自
然，结束一生之旅。

在“上岗求职”的第一天，我
就碰上了重点行业和场所禁塑首
日这样的重要日子，店内不少顾
客把目光停留在我和兄弟姐妹们
身上，还有一些新闻媒体也来探
访我们，真可谓是“万众瞩目”，对
此我可一点都不紧张，我期待被
大家认识和了解。

我能装下500毫升的东西，
在我所在的包装袋里，还有7个

“兄弟姐妹”，售价为16.4元/袋。

与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相
比，我们身价稍显贵了一些，不过
我相信以后会慢慢降下来的。

我想说句心里话，在“求职生
涯”中，我们真心希望能得到越来
越多人的认可，被越来越多人选
择，共同为禁塑工作作贡献，与大
家一起见证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带来的变化，见证海南
自贸港的绿色发展之路。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一个纸浆碗的“求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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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在
海
口
一
些
超
市
售
卖
的
可
降
解
纸
浆
碗
。

本
报
记
者

周
晓
梦

摄

⬅8月1日，海口龙华区一家大型商超通过展板向顾客倡导禁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8月1日，海口龙华区一家超市内，超市有关负责人（右）要求货柜
经营者增加全生物可降解垃圾袋的进货量。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上接A01版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也互致贺

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今年以来，中尼双方携手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进一步增强两国互信与友谊。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加
强各领域全方位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奥利在贺电中表示，建交以来，两国关系
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展。尼方感谢中方支持尼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待同中方密切合作，实现经济复苏，推动双边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
就中尼建交65周年互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