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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吴胜

8月 31日，省委、省政府召开海
南自贸港创一流营商环境动员大会，
这是海南史上规模最大的营商环境动
员大会。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需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
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
对我省科技主管部门而言，要如何在
打造营商环境“海南样板”中贡献科技
创新力量呢？

9月11日，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国
章成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省科技厅将全方位贯彻落实海南自
贸港创一流营商环境动员大会精神，
从培育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着手，持续优
化科技创新环境，培育和吸引更多科
研平台、科研项目、科技企业、科技人
才，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海南聚集，
增强海南科技创新实力，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

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的部署，省科技厅将加快培
育高新技术企业，力争“十三五”末全
省高新技术企业达800家。与此同
时，省科技厅还将不断推动科技金融

融合发展，打通科技链接金融通道，为
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培育发展
科技型企业。

“我们会充分利用北京科博会、深
交会等平台，举办一系列海南自贸港
高新技术产业专场推介会，吸引全国
知名企业到海南投资兴业。”国章成表
示，省科技厅还将出台支持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若干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大量外国优秀人才聚集海南，也
是海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体现。
国章成介绍，为了方便外国人来琼工
作，在《外国人来海南工作许可管理
服务暂行办法》《海南省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服务指南（A 类、B 类、C
类）》《海南省外国人工作许可审批

“否决权复核”规定》等政策基础上，
省科技厅还将出台海南自贸港外籍

“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标准，研究制定
外国人在琼工作负面清单，推进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居留证一体化整合工
作，不断提高外国人服务管理水平，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注入更多国
际活力、国际智力。

如何让海南聚集更多科技创新资
源？国章成介绍，省科技厅将积极打
造深海、深空、南繁方面的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发挥优势平台作用，吸引更多
科技创新资源向海南聚集，充实海南
科研力量。

例如强化与大院大所大企业的
科技创新合作，谋划建设国家热带
农业科学中心、深海国家实验室、南

繁国家实验室、国家耐盐碱水稻技
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推动建设
热带作物、空天信息、天然橡胶等国
家重点实验室，持续优化省级重点
实验室布局。

提升科研管理工作水平，能吸引
更多科研项目落地。“我们将不断优化
省级科技计划体系改革方案，完善科
技计划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让科
研人员集中精力搞科研。”国章成介
绍，省科技厅将推行项目过程管理无
纸化，减轻申报单位负担，推进科研项
目评审制度改革，设立科技监督员，加
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公开透明
的科技管理监督约束机制，确保科研
管理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国章成：

聚集创新资源 增强海南科技创新实力

■ 本报记者 马珂

三级医疗机构在设立过程中，须
申请设置批准书、执业许可证书，配置
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须申请批复，以前
办理这 3项业务耗时较长，成本较
高。今年以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
探索推行医疗机构“两证一批复”审批
新模式，提高审批效率，有效推动医疗
健康产业加快发展。

省卫健委政策法规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两证一批复”审批新模式是指
申请单位或个人向乐城先行区管理局
提交申请材料，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审
批同意后1个工作日内将材料提交到
省卫健委审批办，省卫健委审批办1
个工作日内审核材料，并核发医疗机
构设置批准书、医疗机构执业登记许
可证，对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进行
许可批复。

“此前的审批流程，已无法满足乐
城先行区医疗机构的落地需求。为了
降低入驻医疗机构的运营成本，优化
营商环境，我们推行‘极简审批’，优化

了审批流程。”省卫健委政策法规处上
述相关负责人说，为了推行“两证一批
复”审批新模式，省卫健委联合乐城先
行区管理局建立技术评估工作机制，
邀请中华医学会各学科专业主委或常
委级专家，对有意向入驻乐城先行区
的企业进行技术评估，技术专家评估
同意后，对乐城先行区拟引进的社会
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提供“两证一批
复同发”审批服务。

推行“两证一批复”审批新模
式，已取得明显成效。一是缩短了
医疗机构的筹建周期，医疗机构设

置审批法定时限30日、执业登记法
定时限45日、甲类大型医用设备审
批时限25日，目前，这3项审批用时
均已压缩至1至3个工作日；二是降
低了医疗机构配置甲类大型医用设
备的难度，为其尽快开展诊疗工作
提供便利；三是减少医疗机构前期
运营成本，医疗机构可以提前选择
匹配自身经济能力和条件的大型医
用设备，在医院基建、装修过程中，
同时完成大型医用设备采购和大型
医用设备配套机房的建设。

乐城先行区内的多家医疗机构已

借助新审判模式，配置了甲类大型医
用设备。如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新增配
置正电子发射型磁共振成像系统
（PET/MR）和瓦里安truebeam高性
能图像引导放射治疗系统，海南博鳌
瑞达麦迪赛尔国际医疗中心新增配置
正电子发射型磁共振成像系统（PET/
MR）等。

省卫健委政策法规处上述相关负
责人表示，“两证一批复”审批新模式
在乐城先行区推行一段时间后，会考
虑扩大适用范围。

（本报博鳌9月15日电）

省卫健委在乐城先行区推行“两证一批复”审批新模式助医疗机构加快落户

办证更省时 运营降成本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设立
知识产权纠纷调处对接中心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蔡东成）9月14日下午，海口知识产权法庭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司法保护联系点和知识产权纠纷多元
化调处对接中心揭牌成立。

去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在海南设
立海口知识产权法庭。据悉，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是海口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司法保护联系点和知识
产权纠纷多元化调处对接中心的首个重点园区。
海口知识产权法庭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司法保护联
系点和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调处对接中心主要管
辖原告或被告住所地在崖州湾科技城或知识产权
纠纷发生地在崖州湾科技城的各类知识产权案
件，将围绕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在线调解、远程庭
审、巡回审判等工作，建立园区知识产权“一站式”
司法服务体系。

今年8月，海南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探索建设知识产权特区，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作为试点区域，将探索建立与国
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国际化、规范化知识产权制
度体系。目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已建成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平台，同时积极创建中国（三亚）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建立特色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和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与三亚市创新体系融合发展。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园
区之一，聚焦深海科技和南繁科技两大产业，高新
技术企业聚集，园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尤为重
要。此次司法保护联系点和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
调处对接中心的成立，将为园区创新主体转化科
研成果提供便利，助力知识产权特区建设。”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副局长郑晓双说。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朱雯娴

船舶出入境申报数字化，邮轮游
艇查验监管智能化，外国人免签入境
便利化，口岸风险管控精准化……为
创一流口岸营商环境，支持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发展，海口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从推进勤务改革、推出便利举
措、优化邮轮游艇通关服务、加强科技
应用、防范重大风险等18个方面着
手，打造平安智慧国门。

近日，洋浦口岸出入境流量再创
新高。今年1月1日至8月31日，洋浦
边检站共检查出入境（港）船舶2900
余艘次，同比增长16%，检查出入境人
员4.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6%，办理

各类行政许可3653余份。疫情发生
以来，洋浦口岸成为全省引进工业物
资、中转卫生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的
重要集散地，进出口业务量不降反升。

据了解，为顺应出入境人数和货
物量不断增加的趋势，有效防范重大
风险，海口边检总站积极探索“一线”
口岸查验、驻点查验、流动查验等多种
查验模式，加强与海南社会管理信息
化平台、省公安厅等部门（平台）对接
沟通，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建设高效、
智能的边检子平台，提升智能化、精准
化管控水平，推出船舶出入境网上申
报、网上审批等“云服务”。

“我们在评估出入境船舶风险的
过程中实行差异化管理，停靠在自管

状况良好、封闭性程度高的码头的低
风险船舶，靠泊后可以直接作业，平均
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办理边检业务
的时间。”洋浦边检站站长刘瑛介绍，
该边检站开通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
边检行政许可网上窗口，相关企业可
通过这两个窗口申报出入境船舶、船
员等信息，无需再提交纸质单证。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支持三亚建设邮轮旅游试验区，
吸引国际邮轮注册，设立游艇产业改
革发展创新试验区。

三亚边检站积极推动邮轮海上游
航线试点，做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
从海南入境15天免签政策落地实施
相关工作，进一步优化邮轮查验流程，

简化查验手续。
“搭乘邮轮的旅客凭身份证或出

入境证件就可申请办理登轮手续。”三
亚星旅远洋邮轮总监刘连斌介绍说，
旅客登轮时由船方进行身份核验，这
项新措施的实行有效提升了邮轮通关
查验效率。

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半山半岛游
艇码头采访时了解到，三亚边检站推
行琼港澳游艇“定点停靠，就近联检”
管理模式，为港澳游艇在海南岛指定
口岸之间移泊、赴指定海域游览，以及
人员登艇、船舶搭靠等提供便利，确保
游艇“出得去、进得来、游得动”。

“针对外国游客免签入境渠道政
策的新变化，我们制定了专门的工作

方案，完善预先审查措施，持续优化免
签入境边检流程。”美兰边检站副站长
田慧峰介绍，下一步该站将争取为多
次出入境的外国人提供自助通关便
利，进一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海南要建设开放新高地，必须做
好移民出入境管理工作。我们要对标
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的一系列通关便
利政策措施，加大对符合自贸港建设需
求的移民管理政策的研究力度，推出一
批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的意见措施。”海口边检总站党委
书记、站长李学恩表示，海口边检总站
将全力做好移民边检工作，主动融入和
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海口边检总站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让通关更便利

打造智慧国门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近日，位于屯昌县境内的南
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砂石拌
和系统建设现场，工人在焊接安
装滚轴传输机。

砂石拌和系统建成后，将用
于加工从迈湾水库大坝上挖出
的砂石，就地用于工程建设。

据了解，迈湾水利枢纽工程
计划总投资73.64亿元，预计于
2024年建成启用。该工程建成
后，将为我省多个市县的工农业
生产用水和城乡居民用水提供
保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口市会展业综合服务
平台上线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郭萃）9月15日
下午，2020年防疫常态化背景下海口会展业发展
大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举行。当天，海口
市会展业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集奖励
政策发布、奖励申报、会展资源推荐等服务功能于
一体，将为会展业相关方提供便利服务。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6
月，海口共举办各种会议活动696场，举办展览1
场。其中50人到200人的会议活动515场，200
人到1000人的会议活动88场，1000人以上会议
活动2场。下半年是海口会展行业的旺季，但往
年受场馆不足的影响，一些活动、展览不得不在户
外举办。随着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投入试运
营，海口会展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据了解，海口市会展业综合服务平台是在海
口市商务局指导下，由海口市会议展览业协会打
造的“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该平台集奖励政策
发布、行业新闻动态更新、会展奖励申报、会展资
源推荐、行业培训及统计数据申报等功能于一体，
为会员单位和各会展主办机构开展工作提供便
利。海口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员使用手机登录该
平台即可查看会展奖励政策、申报补贴、对接供应
商资源、回看培训资料、提交统计数据。此外，该
平台还将成为海口会展行业进行宣传推广的一个
重要窗口。

会议现场，海南航空分别与海口市会议展览
业协会及11家会展企业签约，通过共享航空业和
会展业的相关资源，助力海口会展业加快发展。

五指山召开创一流营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

纪委会场发问卷找“短板”
■ 本报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刘钊 通讯员 孙鸿慧

9月15日，五指山市创一流营商环境企业家
座谈会在该市通什镇召开，该市26家企业负责人
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提出了许多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还在会场向企业负责人发放营商环境调查
问卷，为下一步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做好准备。

会上，五指山市旅游业协会会长史杰针对该
市公共区域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向政府部门提出
在“十四五”期间新建具有旅游集散功能的公共停
车场，为该市旅游业发展奠定基础的建议。随后，
多位企业负责人提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业务能
力需提高”“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等建议。企业负
责人发言后，五指山市发改委等职能部门负责人
对企业家们提出的问题或建议进行回应。

五指山市发改委主任伍楚君还现场公布了自
己的手机号码。“大家有发改方面的问题，可以随
时打电话给我。”在她看来，政府部门要加强与企
业的沟通交流，提高企业政策知晓率，切实帮助企
业解决问题，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店小二”。

五指山市某酒店相关负责人吴志国说，五指
山相关部门举办此次座谈会，向企业家征集优化
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展现了该市创一流营商环
境的决心，“敢于直面问题，才能加快发展步伐，不
断取得新突破！”

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会场发放调查
问卷，收集企业遇到的营商环境方面的作风和腐
败问题，并公布监督电话，征集问题线索。海南日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企业负责人在调查问卷上
写下了数百字。

五指山市监委委员向梓武表示，将根据企业
家提出的问题、提供的线索，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督促有关部门整改、解决问题，推动当地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 （本报五指山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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