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李分拣效率大幅提高
旅客候机可在座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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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机场素有“花园机场”的口
碑，美兰机场二期也延续了这样的理
念，走在美兰机场二期T2航站楼内，随
处可见花卉、绿植，更将热带特有的棕
榈树等热带植物搬进室内。

“我们希望能将二期航站楼打造成
一个室内的天然氧吧，所以航站楼内部
园林绿化面积达2.1万平方米，种植169
种、21万株海南特色植物，绿植种类、数
量名列全国各机场前茅。”美兰机场二期
扩建项目园林工程师张敏介绍道。

在建筑设计方面，T2航站楼突出海
南热带气候特色，以海口市花三角梅为
主题，采用流线化屋面，其中部分屋面利
用玻璃屋顶，透光度达50%左右，有效地
将海南充足的阳光引进室内。同时建筑
设计中还引入“骑楼”“船屋”“黎锦”等海
南标志性文化元素，展示海南传统文化。

“机场是旅客来到海南的第一站，也
是离开海南的最后一站，这里能给旅客
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要
把美兰机场二期作为海南的名片来设
计，让旅客能感受到浓郁的海南文化。”
美兰机场二期项目副总指挥潘建说。

据悉，目前美兰机场二期已完成
校飞、试飞，各设备系统已全面进入联
调联试阶段，将充分做好行业验收前
的各项准备工作，力争2020年底通航
投运。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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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满满““科技范科技范””浓浓海南味浓浓海南味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特约记者 单云鹏
通讯员 刘泽群

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T2航站楼8月26
日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计划年内投入
运营，8月27日海
南日报记者探访了
T2航站楼，提前体
验T2航站楼及其
附属交通设施。

“各值机岛行李投放员注意，
开始投放测试行李。”27日，走进美
兰机场二期T2航站楼候机厅，记
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行李系统
进行测试，2000多个行李箱陆续
从值机柜台过安检后输送到一楼
的行李装备地。

记者记录了一下，一件重10
公斤的行李从值机柜台投放，不到
5分钟就能到达一层的行李目的地
滑槽内。

“我们会模拟旅客行李的大
小、重量，并对不同材质的行李箱
进行测试，像这样的行李测试已经
是第243次了。”美兰机场二期航
站区管理部工作人员李毅说。

据介绍，美兰机场二期采用了
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行李处理系统，
其分拣能力可达每小时4000件，
旅客的行李从办完值机到行李目
的地滑槽最快只需4.5分钟，用智
能化分拣设备代替原有人工分拣
后，将大幅提高分拣效率、减少行

李分拣出错几率。
在候机厅内，记者还看

到，美兰机场二期改变了一
期联排值机柜台的布局，5
个值机岛分布其中，共设有
110个值机柜台，并且开设
32条国内安检通道，12条
国际安检通道，同时还应用
了10台自助行李托运、25台

人脸识别、一证通关等高新科
技设备，全力压缩旅客办理乘机、

过检等时间，为旅客创造便捷高效
的通关流程，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在候机区域，记者还发现了一
些方便旅客的贴心设计。比如配
备了USB和普通插座的智能充电
座椅，旅客坐在座位上就能给手
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充电。

过了安检，记者就来到美
兰二期的中央商业大街，这里
的商铺已经开始装修。“3个月
内要全部完工交给商家。”现场
装修工人冯师傅说。

机场作为旅客进出海南的
第一站，具备天然的商业优
势。而随着海南离岛免税新政
出台，海南也掀起了免税购物
热潮。美兰机场免税店是目前
海南四家免税店中唯一支持即
购即提的离岛免税店。

据介绍，美兰机场二期商
业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11%，
约 3.3 万平方米，其中免税商
业面积约1万平方米，将打造
全国最大的机场离岛免税商
业区，目前已引进548个品牌
商家。

同时，美兰机场二期还优
化旅客购物动线设计及店铺
布局，可以让旅客用最短的时
间获得最充分的购物体验。
今后，随着美兰机场二期免税
商业区的建成，将为海南打造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创造有利
条件。

那么旅客进出机场是否方便呢？
一、二期又如何协调运行？记者了解
到，美兰机场二期在设计之初就考虑
一期、二期并联运行问题，为了实现这
一功能，美兰机场二期建设了6座环线
高架桥。

“建设环状的道路和桥梁正好要
经过中间的环岛高铁，地下还有航空
油管和空管通信光缆，所以我们的设
计一定要精细。”美兰机场二期项目副
总指挥苑玉宝说。

为了确保高铁、市政交通及机场
一期的安全运行，美兰机场二期项目
建设者不断探索，采用了多点桥梁上
跨隧道的设计，简单来说就是在高铁
隧道上架桥梁。综合高架桥建好后，
一期二期之间仅需3分钟的车程。

同时，美兰机场二期还采取人车
分流设计，航站楼和高铁站、预留的地
铁站都能方便旅客接驳。人流车流互
联互通的同时，更要保证飞机的畅通
无阻。

此外，美兰机场二期还设计了东
西两条滑行道，专门供飞机滑行。目
前东垂直滑行道桥工程已经竣工验
收，实现了东进场路“上通飞机、下通
汽车”的交通体系，而西垂直滑行道正
在稳步推进中。建成后，一期和二期
之间将实现飞机的通行“自由”。

营探探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
人流车流更互通

引入骑楼、船屋、黎锦元素
环境更有海南韵味

将打造全国最大的
机场离岛免税商业区

关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特约记者 梁崇平

“传球！注意配合！”8月26日上
午，在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南方明
珠小区篮球场，业主张瑞龙正在指导
孩子们打篮球。

为进一步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巩固海口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美兰区人民街道以党建引领为抓手，

为居民办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该
小区党支部联合小区物业、业委会，利
用现有资源在小区内组建了志愿者驿
站、儿童轮滑培训基地、儿童篮球培训
基地等，既方便业主们生活，也加强了
邻里之间互动交流，文明蔚然成风。

小区党支部成员、物业管理公司负
责人吴孔柏介绍，张瑞龙是一名篮球教
练，看到小区篮球场闲置时间较多，而
且很多小区的孩子想学习篮球技巧，于

是今年暑假，他找到小区党支部，表示
自己想在小区建立儿童篮球培训基地。

党支部开会讨论之后，很快就达成
一致意见，决定支持张瑞龙组建儿童篮
球培训基地。物业和业委会免费为其
提供场地，并在群里宣传发动家长帮自
己孩子报名。不到一个星期，该小区儿
童篮球培训基地预招人数满员了。经
过一个月的训练，张瑞龙还为小区组建
了一支少儿篮球队，代表小区邀请周边
其他小区孩子一同举办篮球比赛。

此外，为进一步精神文明宣传，在
该小区党支部支持下，小区业委会从

公共收益中拿出数千元资金购买一套
投影仪，于每天晚上7时在小区转播
新闻联播，每个周末播放一场露天电
影，让小区居民晚饭后聚拢在大屏幕
前，边看投影边交流邻里感情。

“过去，小区里很多上班族平时忙
着上班，下班回家后喜欢待在家里。”
吴孔柏称，但如今，参加南方明珠小区
内儿童轮滑培训基地、摄影俱乐部人
也越来越多，邻居之间关系更加和
谐。大家见面后不仅互相打招呼，而
且谁家有困难则会互相帮忙。

为巩固海口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提升辖区人居环境质量，增强周边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美兰区还大力
实施城市“微改造”，辖区众多城市“边
角地”被打造为便民、休闲场所。新埠
岛新东社区西坡新村的闲置空地配备
安装健身器材，被打造成村民健身休闲
场所；白龙社区在长堤明珠小区旁空地
添置绿化景观，建设街心小公园，打造
成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海甸岛白沙
门上村的撂荒地被建成便民停车场。

一件件实事，让居民获得感提升，
也让文明之风吹遍美兰。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

海口美兰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小事实事好事”提升群众获得感

我省向澳大利亚企业
推介自贸港投资机遇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会同中国建设银行悉尼分行、澳大利亚中
国工商业委员会昆士兰分会，通过视频方式为
澳大利亚企业推介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及投资
机遇。

来自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电信、
澳大利亚科尔斯迈尔公司等近200家澳大利亚高
校及企业的代表参加推介会。会上，海南国际经
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南自贸港政策、各领域
投资机遇以及合作的有关设想，欢迎有意向的企
业加快投资步伐，共享海南自贸港红利。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相关负责人会上表
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为澳洲企业提供很多投资
发展机遇，希望中澳在未来能有更多合作机会，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将大力支持海南自贸港
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彭一
鑫）8月26日，由三亚亚太金融（基金）
小镇、中国母基金联盟、北京大学金融
校友联合会联合主办，海南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作为指导单位的海南自贸
港基金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共有
350家基金公司参加推介会，2800人在
微信的微赞平台线上观看了直播。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的发布，系列政策将吸引一大批
境内外金融机构入驻海南。会议邀请
了WTO入市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
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专家进行分享，
力求推进海南与北京私募行业的合
作，共同助力自贸港建设。

会上，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自贸
金融发展处处长廖增梁对自贸港金融
政策进行了解读，亚太金融（基金）小镇

镇长张焱就私募基金相关财税政策及
入住路径和奖补流程进行了阐述，最后
邀请了入驻企业中油气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夏林和甲乙丙资产管理
公司创始人邱代伦进行了圆桌探讨。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表
示，海南自贸港金融业正全速推进跨境
投融资、全方位对外开放、高水平国际
化、金融科技创新，并正在迎来最优惠

的基金政策、最广阔的基金投资机会、
最全面的配套支持和最优的营商环境。

在会议的探讨环节，大家一致认
为，海南要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
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
优先发展金融服务业。做好金融服务
实体行业工作，促进符合自贸港正面
清单行业的企业发展；做强做大金融

自身行业，快速发展银行、证券、保险、
基金等行业；重点发展私募基金行业，
打造国际化资产管理总部基地，聚集
一大批优质基金并形成自贸港发展所
需的资金池。

据了解，未来，海南自贸港基金招
商系列推介会还将在上海、杭州举办，
从而形成海南金融产业的集聚效应，
促进海南自贸港发展。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张期
望）8月27日，海口市商务局公布2019
年度电子商务发展扶持资金计划，16
家企业的18个项目共计获得448.37
万元扶持奖励资金。其中，漫游谷（海

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两个项目获扶
持奖励资金113.74万元。

此次获得扶持奖励资金的企业
中，多数为电商企业或有电商业务企
业，但也不乏传统商业模式企业。18

个项目中，电商活动奖励项目占据了
17个。漫游谷（海南）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共有两个项目获得扶持资金，该公
司申请的“电子商务重大项目建设”项
目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另外还获

得了13.74万元电商活动奖励资金。
据了解，此次奖励计划项目由第

三方机构综合评审，公示时间为8月
27日至9月2日，有异议者可通过来
访、来电、来信方式向海口市商务局反

应。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
办公区18栋1037室。联系电话为海
口 市 商 务 局 纪 检 组 ：68721038、
68719615；海口市商务局服务业协调
科：68721521、68721303。

海南自贸港基金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2020创客中国
海南赛区决赛落幕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2020年
“创客中国”海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暨项目融资路演26日在海口举行。

经过2天近15个小时的路演和现场答辩，30
强项目同台竞技，最终，“跨境保税产业园来料加
工”和“运动损伤修复医疗器械”项目分获海南赛
区决赛企业组和创客组一等奖。

据悉，本次大赛海南赛区于今年5月正式启
动，赛事由报名、初审、决赛3个阶段构成，分创客
组和企业组进行。自大赛启动以来，在政府相关
部门、园区及服务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我省广大中
小企业和创客积极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踊
跃报名。

通过前期的项目征集，经大赛组委会审核确
认，本次海南赛区征集符合要求的参赛项目共
312个，其中企业组176个，创客组136个，作品
数量较前几届有了大幅提升。

据了解，312个项目涵盖大健康、金融科技、
绿色节能、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等
26个领域。其中，创客组、企业组各前15名入围
全省路演决赛。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双创”赛事之一，省工信
厅已连续4年主办“创客中国”海南区域赛，本次
大赛旨在进一步激发我省“双创”活力，聚集“双
创”资源，发掘和扶持一批“双创”优秀项目和优秀
企业、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项目路演将同步在深交
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直播，直面
全国7300多家主流的创投机构和2500多家上市
公司。

活动由省工信厅、省财政厅主办，海南股权交
易中心承办、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陵水互联网
创业产业园协办。

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
海口赛区选拔赛收官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晓玉）8月27日，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海口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海口市人力
资源开发局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创翼”大赛海南选
拔赛暨2020年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海口赛区选
拔赛落下帷幕。

当天，第四届“中国创翼”大赛海南选拔赛暨
2020年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海口赛区选拔赛高
新专项组、“旅游+”专项组决赛采取路演评审（7
分钟路演，5分钟答辩）的方式进行，并邀请7位
省内创业导师担任评审团，对参与决赛的20个
参赛项目进行现场评审打分，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评选出高新专项组、“旅游+”专项组的一二
三等奖。

据悉，大赛自今年7月启动以来，得到了海口
全市广大创业者的积极响应，共吸纳参赛项目
111个，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现代文化业、互联网+、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
等多个领域和行业。

海口市商务局公布2019年度电子商务发展扶持资金计划

16家企业获近450万元电商扶持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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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棚改范围
3宗商住用地成交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李
小妹）8月27日下午，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挂
牌方式出让5宗国有建设用地。其中，3宗为棚改范
围的城镇住宅用地，成交总价为34.4015亿元。

据了解，尽管这3宗地块属于棚改范围，但区
位优势明显，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备受国内外众多
房地产企业关注，保利、华润等7家房地产企业报
名参加竞拍。3宗地块中，坡博坡巷棚改片区2
宗，滨江新城二期棚改片区1宗。

坡博坡巷棚改片区C-7-1地块土地面积为
24345.61平方米（合36.52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
宅用地，出让年期为70年。经竞价，由华润置地
（海南）有限公司以成交价8.2亿元竞得。坡博坡
巷棚改片区C-7-6地块土地面积为29449.54平
方米（合44.17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出
让年期为70年。经竞价，由海口中海兴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成交价10.5009亿元竞得。

滨江新城二期棚改片区QS0325006地块土
地面积为46962.66平方米（合70.44亩），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与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商业建筑量
不低于总计容量的25%），出让年期为城镇住宅
70年、零售商业40年。经竞价，由华润置地（海
南）有限公司以成交价15.7006亿元竞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