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 儋州市那大镇

接 万洋高速公路儋州互通

终 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西侧牙叉农场三队

路线全长约36公里 全线共设置互通4座

分别为 儋州互通 西培互通 阜龙互通（服务区） 牙叉互通

儋白高速公路项目名片 项目采用“代建+监理一体化”管理模式和EPC（即
设计施工总承包）建设模式，概算总投资32.327亿元，
合同工期为32个月，是目前海南省公路建设领
域最大的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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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本报牙叉12月 26日电（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陈慧文）海
南日报记者12月26日从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儋州至白沙高速公路将于下
周建成通车，届时儋州、白沙两地车
程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缩短至20分
钟。同时，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
高速公路（山海高速）建设也已接近
尾声，海南岛“县县通高速”即将成
为现实。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一行人驾

车探访即将通车的儋白高速公路，
尽管该条公路全长只有约36公里，
但沿线繁花树影、草木葱茏，山川溪
谷纵横交错，原生态的田园风情更
是独具魅力。车行其中，美不胜收。

儋白高速公路项目代建指挥部
指挥长熊峥说，项目建设过程中始
终以“要把路修进去、不要把破坏带
进去”为导向，严格按照要求，力争
打造绿色生态高速，实现路与自然
和谐共生。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白沙黎族
自治县阜龙乡的儋白高速公路阜龙
互通服务区，创新性地采用了立交、
开放式单侧服务区合建的设计方
案，这与传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两
侧分离式设计方案相比，具有节约
用地规模和工程造价、场地利用率
高、管理运营成本低等明显优势，且
能更有效地与地方旅游融合发展，
为打造“服务区+旅游”的建设方案
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儋白高速公路项目是我省推进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公路项
目，是“一桥六路”重点交通项目之
一，也是海南中西部区域的快捷旅游
通道。项目的建成通车对于进一步
提升海南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打破
一直以来制约白沙等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交通屏障，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以来，在历届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重

视下，海南省高速公路网从无到有，
实现了重大跨越。“十三五”时期，随
着琼乐高速、海文大桥、文琼高速、
万洋高速等一批重点公路交通项目
通车，“田”字型高速公路网全面建
成，如今海南岛“县县通高速”将成
为现实，海南高速公路版图将再次
改写。

省交建局有关人员提醒，目前
儋白高速项目还在收尾施工中，为
确保安全，社会车辆禁止驶入。

儋白高速公路预计下周建成通车，山海高速建设接近尾声，海南岛将实现“县县通高速”

儋州白沙车程将缩至20分钟 博鳌乐城先行区将建设
全球化创业方向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王伟君）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第三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
基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明确，在部分地区、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第三批共92个双创示范基
地，其中创业就业方向25个、融通创新方向27个、精
益创业方向32个、全球化创业方向8个。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将建设全球化创业方向示范基地。

《通知》强调，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要按照创业就
业、融通创新、精益创业、全球化创业等差异化功能定
位，强化区域覆盖、功能布局、协同发展，增强示范功能
和带动效应。《通知》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
方面加强对双创示范基地的运行监测和绩效评估，建
立健全双创示范基地动态调整机制。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计
思佳）12月26日下午，海口国际免税
城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运输车辆
来回穿梭，8台塔吊快速运转，工人在
脚手架上挥汗忙碌……海南日报记
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该项目五号地

块免税商业中心地上钢结构已完成
90%。预计12月31日，该项目地
上钢结构框架可完成封顶。

钢构工人杭军能系着安全带，在
20米的高空捆绑、焊接钢梁。高空
施工空间狭小，他紧贴着钢柱，安全

带在海风吹拂下来回摆动。自从今
年8月进场，除了台风天，杭军能和
工友几乎天天都坚守在岗位上。“马
上就要封顶了，工期紧、施工质量要
求高，我们得抓紧干活。”杭军能说。

据介绍，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

目占地面积约675亩，规划总建筑
面积约92.6万平方米，由6个地块
组成。其中，地块一为写字楼，地块
二为服务型公寓+商业，地块三为住
宅，地块四为星级酒店，地块六为商
业街+服务型公寓。 下转A02版▶

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商业中心地上钢结构完成90%
预计12月31日封顶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

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海南-以色列科技成果联合转化中心
落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本报三亚12月26日电（记者李艳玫）12月25日，
海南-以色列科技成果联合转化中心签约仪式在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举行，标志着以色列国广州总领事馆在此
正式设立海南-以色列科技成果联合转化中心。

据了解，双方将携手合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以科技成果联合转化中心，也意味着以色列多项专
利技术和国家创新科技项目将落户崖州湾科技城，实
现成果转化。

本次签约仪式还签署了“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
通海南居民绿色通道”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国
驻广州总领事馆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为海南居民开通
签证绿色通道，申请人可通过代理公司提交相应的申
请材料。通过该绿色通道递交的申请资料将在5个工
作日内按照特殊绿色通道进行处理，并且可以为申请
前往以色列考察的代表团协助安排相关行程，极大地
缩短了签证申领时间，对加强中以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打造海南-以色列
科技成果联合转化中心符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发展需
求，以色列创新技术优势明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政策
和产业空间资源独特，孵化和综合环境卓越，这次与以
色列的合作有利于成为国际成果转化中心，打造新兴
科技产业集群聚集，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椰城市民云APP获
“中国智慧城市十大科技产品”奖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实习生陈燕）日前，在北京举
行的2020第二届中国智慧城市科学发展大会上，椰城
市民云APP凭借“互联网+政务服务”获“中国智慧城
市十大科技产品”奖项。

据了解，椰城市民云APP于2017年12月14日上
线，目前已有73家单位入驻，提供502项公共服务，注
册用户数突破197万，服务人次超过1.4亿。

自2020年1月27日起，椰城市民云APP快速上
线一整套防疫便民服务，其中包括口罩预约服务、海口
市疫情动态专区（包含患者同行程查询、附近药店查
找、新冠早诊我知道、发热门诊查找、确诊病例迁移路
径等功能）、海南省疫情防控服务平台、疫情智能助理
和海南省健康一码通等，实现了信息采集与上报的零
接触，重点人群分区分级科学管控。疫情期间共发布
官方防疫动态资讯920条，为1200万次市民出行保驾
护航，为返琼复工人员提供100万次预约过海服务，整
套抗疫便民服务累计使用人次超过1500万。

今年以来，椰城市民云APP在企业服务方面持续
发力，密集上线企业开办、政企直通、海口国家高新区、
房屋自然状态查询、一张蓝图等服务，优化地区营商环
境，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同时推出学区查询、学位申请
等教育服务，接入电子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结婚证、
离婚证、残疾人证等电子证件，逐步满足居民更多“亮
证”需求。同时在11月27日开发上线“购车补贴申
领”服务，截至12月23日共发放补贴13445笔，发放
补贴款超过4000万元。

近日，椰城市民APP又全面梳理了服务流程，提
升政务办事体验。其“场景式服务”专区对41个办事
部门、446项办事事项进行了优化，梳理了更多“全市
通办”“一证通办”“秒批秒办”服务，为企业、群众打造
主题式、场景化服务体验。

近日，俯瞰正在进行钢屋盖拼装、室内墙体装修施工的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
该项目于2019年5月18日开工建设，将于明年12月30日完成交付使用，今年前11月已完成

投资3亿元。该体育馆的建成将与一期体育场形成五源河片区体育赛事中心。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
前11月完成投资3亿元

保亭中医院项目预计
明年5月完成土建工程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 通讯员何
莉雅）塔吊运转，长臂挥舞，机械轰
鸣，处处可见忙碌的建筑工人，12
月23日，天气虽然有些寒冷，但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院建设项
目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大
型机械设备持续发力，现场工作人
员奋力施工，推进项目建设。

保亭中医院项目现场负责人庄
松锋介绍，目前工程的进度为A区
已在施工斜屋面工程，B区门诊楼
达到（楼顶）平屋面工程，住院部已
经完成7层的主体结构，C区康疗
中心已经完成一层结构，外围的挡
土墙在持续施工当中。项目预计明
年5月完成土建工程。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施工方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抓质量、保安
全，把耽误的工期抢回来，确保按时
完成建设任务。

据了解，保亭中医院建设项
目是该县重点民生项目。该医院
定位为二级甲等新型区域中医医
疗中心，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务
和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地
区性医院。项目计划总投资2.66
亿元。

“保亭中医院建设功能包括
康复疗养中心、行政办公区域、住
院部、生活服务、保障系统、药剂
科室，以及医技、门诊、急诊等科
室。”该县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计划中医院项目建成后将提
供约 300 个床位，既填补了该县
没有中医院的空白，也将对保亭
发展医疗康养产业具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2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
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决定全文如下：

为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进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
组织法，特作如下决定：

一、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法院。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
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和数量决定。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管辖以下案件：

（一）海南省有关专利、技术秘
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
断纠纷等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第一
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

（二）前项规定以外的由海南省
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

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三）海南省基层人民法院第一

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判决、
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

（四）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其管
辖的其他案件。

应由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
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
起公诉。海南省基层人民法院第一
审知识产权刑事判决、裁定的上诉、
抗诉案件，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依法履行相应检察职责。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由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法律有特殊
规定的除外。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对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和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监督。海南自由贸易
港知识产权法院依法接受人民检察

院法律监督。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院长由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海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由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法院院长提请海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五、本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6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2021
年3月5日在京召开。

决定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的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审查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议
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
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明年3月5日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日前召
开的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
七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
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
会议于明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

还决定，明年3月1日至2日召开全国
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为召
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作准备。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

明年3月4日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全面小康有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