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100万人来海南避寒越冬，最多的时候达160多万人

全省依托“候鸟”人才工作站和社区、楼宇
等成立的“候鸟”党支部已达64个

目前，海南已登记汇总的各类“候鸟”人才达6000多人，其中高层次人才达1600多人，
已建成40多个“候鸟”人才工作站，建立联系的“候鸟”院士达171名，其中海外院士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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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 10月 28日电 （记者
袁宇）10月28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博鳌乐城
先行区）管理局与全球性生物医药公
司优时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合作建设药品真实世界数据研究
体系。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优时比
公司多年前已建立一支非常专业的
真实世界证据研究团队，并通过开
放创新的模式，用大数据赋能医疗，
支持药物研发。此次合作，博鳌乐
城先行区管理局与优时比公司将共

同推动真实世界数据应用的研究和
管理体系建设，加快推动真实世界
数据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标准化，促
进博鳌乐城先行区医疗健康产业加
快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定期邀请真实
世界数据应用领域专家，围绕真实世

界数据应用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
依托博鳌乐城先行区药品真实世界
数据应用试点的方法技术模式和专
家研讨会，初步建立在博鳌乐城先行
区开展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关键方
法框架并制定相关技术指标。共同
推动创新药品在博鳌乐城先行区内

先行先试，并基于产品落地情况，在
疾病教育、患者关爱、特药险等方面
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黎运达
表示，此次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与
优时比公司携手合作，将助力创新药
械通过真实世界临床应用尽早获批在

国内上市，从而推动创新医疗科技造
福中国患者。

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局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
如既往为药企和专家提供最好的服
务，推动更多国际创新药品、器械和技
术在博鳌乐城先行区落地。

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与优时比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携手共建药品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体系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罗
霞）近日，由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人
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广东省跨境电
子商务协会主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政
策宣讲暨琼粤跨境电商行业交流会在
广州举行，1000余家跨境电商企业参
会，寻找海南自贸港商机。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商务厅获悉的。
会上，我省相关部门和重点园区

介绍了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重点园
区发展情况以及跨境电商发展机遇，
邀请参会跨境电商企业来琼投资兴
业。广州洋葱时尚集团、香港康虹药
业、天猫国际等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

围绕跨境进口电商消费趋势分析等主
题进行演讲。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
会和海南自贸区全球贸易之窗管理有
限公司在会上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
林保对跨境电商行业长期看好，鼓励
跨境电商企业和个人紧紧抓住海南

自贸港建设机遇，重新布局跨境电商
进出口贸易，尽快融入海南自贸港建
设发展，享受自贸港政策红利，在海
南实现更大的发展。

不少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非
常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希望寻
找合作机会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琼粤跨境电商交流会举行

1000余家跨境电商企业寻海南自贸港商机

财税专家齐聚海南
为自贸港建设献策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付茂劲）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10月28日在海
口召开助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贸港研讨
会，参会嘉宾建议海南以建设自贸港为契机，坚持
以纳税人和缴费人为中心，不断深化办税缴费便
利化改革，疏通堵点、消除痛点、攻克难点，多措并
举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省税务局局长刘磊在会上介绍，自2018
年以来，海南税务部门一直致力于服务自贸港建
设大局，今年该局推出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十大
举措，以及“一站办结、一次不跑、一键解读、一网
管控”等“非接触办税”模式。充分学习借鉴国际
自由贸易港先进经验，围绕封关运作背景下与内
地货物流动安排、实质性运营规则等开展研究，提
供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彰显税务部门担当。与此
同时，该局有序推进各项税收工作，积极落实“六
稳”“六保”工作要求。

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作
主题发言，来自各地的国际税收研究会代表，中国
社科院、西安交大、东北财大、吉林财大、深圳大
学、上海立信等院校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建设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海南自贸港建言献策。

研讨会由海南省国际税收研究会承办。

税务

洋浦两条波纹面
生产线投产

本报洋浦10月28日电（记者林
书喜 通讯员邓晓龙）10 月 28日上
午，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海南
恒丰国际食品物流加工产业园，海南
恒丰挂面（一期）两条波纹面生产线投
产。加上今年8月已投产的两条挂面
生产线，该产业园每年挂面和波纹面
的生产能力达5万吨。

当天9时，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
恒丰国际食品物流加工产业园生产车
间内看到，两条波纹面生产线正在运
转。工人戴着口罩在各自岗位上忙
碌。据了解，这两条生产线是目前全
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之一，自动化
程度高，从投料、和面、压延、烘干到最
后包装，均自动化处理，产品质量稳
定，每天可生产50吨面。

“我们的挂面（二期）项目正在抓
紧建设中，预计今年底可投产。投产
后，面条的产能将增加两倍。”海南恒
丰国际食品物流加工产业园副总经
理张展说，未来，该产业园将依托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进一步加
快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发展大宗
粮油商品物流、仓储及贸易等业务，
实现与国内国际大宗粮油商品市场
的对接，满足我国及东南亚对粮食和
粮油制品的刚性需求。

据了解，2017年11月，海南恒丰
国际食品物流加工产业园项目落户洋
浦。该产业园由面粉加工、大米加工、
食用油加工、食品加工和粮油仓储5
大板块组成。

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八所10月28日电（见习记
者肖开刚）10月28日，全省“候鸟”党
建工作经验现场交流会在东方市召
开，这是我省建省以来，首次召开全省
性的“候鸟”党建主题会议。会议提
出，各市县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

“候鸟”党建有效路径，打造“候鸟”党
建示范点，推进“候鸟”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形成“候鸟”党建工作新局面，助
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当天会议上，东方、三亚、文昌、澄
迈、陵水等市县组织部门及海口市美

兰区人民街道世纪海岸小区党支部负
责人先后作交流发言，分享开展“候
鸟”党建工作的经验做法。比如，在创
新组织设置方面，三亚依托社区、商务
楼宇、人才工作站等载体成立了18个

“候鸟”党支部，把“候鸟”党员有效组
织起来；在创新活动载体方面，东方市
连续两年开展“‘新东方人’百日服务”
活动，先后向用人单位推荐“候鸟”人
才500多人（次），充分发挥“候鸟”人
才的作用；在创新管理模式方面，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街道世纪海岸小区由

“候鸟”党员业主带头，将一个脏乱差
小区打造成为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
环境卫生管理示范小区。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100万
人来海南避寒越冬，最多的时候达
160多万人。目前，我省已录入党员
信息库的“候鸟”党员就有上万名，已
建立“候鸟”党支部64个。“候鸟”党员
文化素质高，很多人有专长，是十分珍
贵的人才资源。

“对‘候鸟’党员实行有效的教育管
理，是我省新形势下对流动党员教育管

理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省委组
织部副部长、省委两新组织工委书记
吴慕君说，在海南全面推进自贸港建
设的新形势下，扎实做好“候鸟”党建工
作，既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
要求，也是引领“候鸟”党员、人才服务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必然选择。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组织部门要
积极探索“候鸟”党建工作的有效路
径，切实抓好《“候鸟”恋红巢党建工程
实施方案》的落实，通过创新组织设
置、创新活动载体、创新管理模式，让

“候鸟”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
失”，推动“候鸟”党员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作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来到东方市
“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等3个
“候鸟”党支部实地参观学习，并观看
了“候鸟”党建工作专题片。“这次现
场会让我很受启发，比如东方的‘候
鸟’党支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有
学习借鉴的价值。”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街道世纪海岸小区党支部书记唐
雪晴说。

全省“候鸟”党建工作经验现场交流会在东方召开

创新工作方法 让“候鸟”发挥所长

10月 28日，航拍洋浦
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标准厂
房项目工地。据介绍，目前
该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外型
装修已基本完成，即将进入
室内装修阶段。项目建成
后，将为入驻洋浦保税港区
的企业提供生产、办公场所，
进一步优化洋浦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图/文

洋浦保税港区
标准厂房项目露真容

海南省禁毒宣传教育模范家庭表彰会召开

50户家庭受表彰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黄金）10月27日下午，省禁毒办、省教育厅、省妇
联联合在海口召开2020年度海南省禁毒宣传教
育模范家庭表彰会暨全省禁毒宣传教育进家庭工
作推进会。

会议通报了近年来我省开展禁毒宣传教育专
项工作情况，表彰郑小薇等50户家庭为“海南省
2020年度禁毒宣传教育模范家庭”，并向50户受
表彰家庭颁发牌匾。

会议要求，我省各市县、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
见》，把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推向深入。提升全民禁毒
宣传教育的普及率，增强重点人群毒品预防教育的
针对性，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方式方法。要注重
发现、培育、宣传新时代禁毒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讲好禁毒故事。要坚持关口前移、预
防为先，大力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
在全社会形成“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浓厚氛围。

我省禁毒宣传教育进家庭成员单位，各市县
（洋浦）禁毒办、教育局和妇联负责人，以及获得
“海南省2020年度禁毒宣传教育模范家庭”荣誉
的家庭代表参加会议。

禁毒

海口海关开展自贸港政策巡回宣讲活动

“送策上门”全域覆盖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

记者张振豪 通讯员孟捷）自今年6月1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口海关以

“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优化海南口岸营商环
境”为主题开展全省系列巡回宣讲活动，历时3个
月，深入岛内所有市县、相关重点园区及高新技术
企业进行专题宣讲，累计宣讲50余场次、受众达
8000余人次，实现全省全域全覆盖。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的。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由海口海关关长施宗伟担
任主讲，海口海关各领域多名业务专家组成宣讲
团，将海南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业务制度融合，结合
海南省外贸和优势产业发展特点，推出“海关支持
海南自贸港建设政策”“各市县外向型经济发展形
势分析建议”“海关监管政策规定”等精品课程，面
向全省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重点企业、重点园
区和行业协会代表，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及涉及海关职权的政策进行解读，并编制了
与课程配套的宣讲手册随堂分发，引导我省各市
县、重点企业用好用足海南自贸港政策。

海口海关巡回宣讲团还针对海南各市县的外
贸发展水平和产业特点，撰写专题分析报告18
份，提出有针对性的外贸发展意见建议。

海关

本报博鳌10月28日电（记者昂
颖 特约记者何光兴）10月28日，在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颖
奕国际医疗中心举办的国际论坛上，
颖奕国际医疗中心分别与来自美国、
韩国、意大利等国的多家医疗机构和
药械商签订合作协议，携手引进国际
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于临床应用。

论坛上，颖奕国际医疗中心通过
线下签约和“云签约”的方式，分别与
美国最大连锁骨关节细胞治疗公司
Regenexx、韩国细胞药物及生物组
织工程产品研发领域的领军企业
Biosolution、国际SOS保障安全与
健康的高端服务品牌Aspire Life-
styles、意大利知名营养保健品制造

企业Logidex等签订了技术应用与
临床合作协议。

“作为在海南投资最多的全台资
生物医疗健康项目，我们将与全球专
业医疗团队携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服务品牌，助
力海南自贸港国际医疗产业发展。”
颖奕干细胞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
司总裁、台商凌楷钧在论坛上表示。

据了解，颖奕国际医疗中心项目
由台资企业颖奕生物医疗集团投资
建设，投资预计达10亿元，于2019
年启动建设。该项目专注于再生医
学细胞医疗的科研及临床转化，将集
结全球分子生物领域专业技术、人
才、药物和医疗器械，为病患提供个

体化、安全有效的精准医疗方案，让
患者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合作的达成，得益于海南自贸
港优惠政策和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
有效举措。原本需要40多天才能走
完的审批程序，现在用了不到一周就
走完了。”凌楷钧表示，近年来，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对标
国际一流标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不断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家切实感
受到海南招商引资的热情和优化营
商环境的诚意。

“我们对乐城先行区的发展充满
期待，也充满信心。”美国Regenexx
公司副总裁韦恩表示，海南自贸港

“零关税”等有关政策，在吸引全球贸

易和投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他
希望通过海南自贸港，将公司的医疗
健康技术、服务体系和医药器械推广
到中国乃至全世界。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台办主任
刘耿介绍，海南建设自贸港以来，前
来考察投资的台胞越来越多，投资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成
为台商投资海南的新趋势，今年台胞
在海南登记注册企业数位居境外登
记注册企业数的第二位。省台办正
围绕我省重点发展产业和项目，从康
养产业、文创交流合作、高新技术产
业等方面进行布局，在政策研讨、学
术交流、项目引进、产业落地等方面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我省一台资企业与多家国际医疗机构和药械商签订合作协议

共促海南国际医疗产业发展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赵优 谢凯）日
前，海南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
布公告称，位于五指山市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达
到3A级旅游景区标准要求，批准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

据了解，海南省民族博物馆1981年秋筹建，
1986年10月1日建成对外开放。前身为海南黎
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海南建省后，更名为海
南省民族博物馆。该馆以考古挖掘、征集、收藏、
研究和陈列海南民族文物为主。全馆占地面积
52亩，展区面积3000平方米，目前馆藏文物3.3
万余件（套）。该馆是国内外宾客了解海南历史、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