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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傅人
意 实习生王伟君）“每年10月到来年
的5月，都是‘南繁季节’，我们平均每
天要给8家至10家南繁单位做产地
检疫田间调查。自从开创植物检疫全
国联巡联检新模式后，检疫效率大大
提高，更好地筑牢南繁生物安全防控
体系。”近日，海南省南繁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南繁基地是我国最大的农业科技
试验平台，全国70%以上的主要农作

物新品种通过南繁获得，每年有来自
29个省份的700多家单位和企业的
近7000多名科研人员在海南从事南
繁工作，承担着300多万份种子、种苗
等选育及科研任务，面临着较为严峻
的生物安全防控挑战。

为了提高种子、种苗、农作物等植
物生物安全监管水平，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南繁基地首创“植物检疫全国联
巡联检、轮流值守、直派驻守”新模式，
强化植物检疫监管力量，打造具有海

南特色的全流程、全方位、无死角的生
物安全防控体系。该模式也被列入海
南自由贸易港第十批制度创新案例。

2019年，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
经省农业农村厅多方沟通与协调，农业
农村部组织有关部门成立南繁基地植
物检疫工作领导小组，两年间先后印发
了《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开展
南繁基地产地检疫联合巡查工作的通
知》《全国农技中心关于开展2020-
2021年度南繁基地产地检疫联合巡查

工作的通知》，并在海南省南繁管理局
挂牌设立“国家南繁基地植物检疫联合
巡查办公室”。南繁植物检疫联合巡查
由全国各省的植物检疫机构、科研单位
会同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共同开展。通
过农业农村部、相关省份和海南省、科
研单位的齐抓共管，夯实了南繁植物检
疫监管和技术力量。

该负责人介绍，通过创新植物检疫
监管新模式，南繁监管效率明显上升。
检疫人员工作效率比传统模式高出5

倍以上。产地检疫覆盖率同期提高
10%以上。改变过去肉眼观察的传统
检疫模式，样品判断准确率显著提高，
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检测的准确率可
达98%以上，植物病虫害鉴定准确性和
疫情监测水平得到切实提高。在疫情
处置方面，对植物疫情进行实时监测、
预警及组织防控，做到早发现、早防控。

此外，2020年9月以来，产地检
疫申报单位数量明显增多，比上年同
期增加20%以上。

我省南繁基地开创植物检疫全国联巡联检新模式

筑牢南繁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万宁加速建设
“码上办事”平台
数据赋能营商环境优化

本报万城1月4日电（记者袁宇）
1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获悉，为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该市积极对接省级相关职能部门，
加速推进“码上办事”平台建设，主动
拓展“码上办事”平台相关功能，大力
推行行业综合许可、准入即准营等前
期改革，重点围绕当前能实现上线的
高频事项，做好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
单编制工作，以期实现群众“一码在
手、服务全有”的目标。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局将在争取省大数据局支
持的基础上，明确数据政策准入，在保
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动“码上
办事”平台在万宁落地，将从服务功
能、宣传推广、运行框架和优化事项办
理流程、信息资源共享共建、提高电子
证照应用覆盖水平等各方面推进，打
通“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强化平
台运维管理和信息安全保障、建立健
全网上互动交流及运行管理机制。

目前，万宁市正大力推行行业综
合许可、准入即准营等“码上办事”平
台相关功能拓展所需的前期改革工
作。省大数据局已派驻现场开发团
队，会同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量身
定制“码上办事”平台，将于近期在“码
上办事”平台上线一批高频审批服务
事项，逐步实现不见面审批、秒批。万
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码上
办事”平台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管
理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以数据
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方式，该市
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建设新“高地”。

陵水今年将开展
53项“候鸟”人才工作

本报椰林1月4日电（记者梁君

穷）1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
族自治县委组织部获悉，该县已于近
日启动2021年全县“候鸟”人才工作
计划，全年将开展53项工作，进一步
发挥好陵水“候鸟”人才工作站、“候
鸟”名家工作室等各类“候鸟”平台作
用，助力全县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今年陵水“候鸟”人才工作计划
以“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人才”
为主线，组织各乡镇、单位及各“候
鸟”人才工作站、“候鸟”名家工作室
联动开展“候鸟”文艺汇演、主题晚
会、系列讲座、专题培训、书画作品
展、专场音乐会、农旅消费、爱心捐赠
等 53 项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县教
育、卫健、就业等行业部门做好供需
对接，引导鼓励更多“候鸟”人才融入
陵水、服务陵水。

近年来，陵水把“柔性引才”作为
发挥“候鸟”人才潜力的突破口，破除
人才引进的机制障碍，通过举办中国
（陵水）南繁论坛、组建专家“智囊团”、
成立院士工作站等多种方式，引进“候
鸟”专家、学者，为当地发展汇智聚力。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张
期望）1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中
交一公局集团获悉，目前，总投资
16.59亿元的省中医院新院区项目
总进度已过半。

“为了保障进度，项目加大机
械、材料投入力度，目前有600多名

工人奋战在工地。”中交一公局集团
项目经理徐志建介绍，该项目2019
年9月18日开工以来，按节点推进
施工建设，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基
础上，保持满负荷施工，全力将被耽
误的进度夺回来。

作为海口江东新区首批新建

医院项目，省中医院新院区项目
总占地面积近 15万平方米，包含
门急诊医技楼、综合住院大楼、名
医堂国际医疗中心、科研教学楼、
职业病医院楼等多个核心建筑单
体。经过一年多的持续建设，名
医堂、科研教学楼等建筑的主体

结构基本成型。
据了解，省中医院新院区共设

置1000个床位，配套建设了1828
个机动车位。项目充分利用地下空
间，地下建筑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
包含1796个地下停车场车位，并设
置15%的新能源汽车车位。

省中医院新院区项目建设进度过半
多个建筑主体结构基本成型

本报博鳌1月4日电（记者袁
宇）1月4日，在位于海南自贸港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博鳌乐
城国际医学产业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正对项目中的F栋进行外立面
玻璃幕墙安装及绿化铺设等作业。

该项目自2020年 4月开工以
来，紧抓工期，严把质量，稳步推进

建设，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
70%。博鳌乐城国际医学产业中心
项目土建主管工程师陈道健表示，
现在工地上每天有近700名工人进
行施工作业，F栋是会议展示中心，
计划近期完工后开放展示。

据了解，博鳌乐城国际医学产
业中心项目规划建设A、B、C、D、E、

F共6栋楼，目前F栋土建已完工，
装修进入收尾阶段，另有2栋楼的
主体建设也已完成整体封顶，其他
主体建筑建设正加快推进中。

陈道健说，整个项目将争取在
2021年9月全部完工，下一步将按
照目前的施工进度，做好人员机械
调配，采取三班倒 24小时作业机

制，确保项目施工高质量推进。
据悉，博鳌乐城国际医学产业

中心项目总投资约7.8亿元，项目将
建成集研究医疗、康复为一体的大
健康产业孵化平台及展览展示中
心，承载起园区的规划展示和产业
孵化功能，打造成先行区医疗产业
孵化和人才聚集基地。

乐城国际医学产业中心项目完成总进度70%
近期将完成会议展示中心建设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张期
望）近日，海口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
修基地（一期）一号大修定检机库顶棚
钢网架完成吊装。该钢网架主跨长度
达162米，宽119米，总重量2650吨，
总面积超1.98万平方米，是海南最大
跨度钢网架。

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一期）项目是海口临空经济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14万余
平方米。项目分为一号大修定检机
库、二号喷漆机库。一号大修定检机
库由1个Ⅰ类维修机库大厅和3层
（局部4层）附楼组成；二号喷漆机库
由1个宽体喷漆机库、两个窄体喷漆
机库和4层（局部5层）附楼组成。

据悉，机库钢网结构项目2020
年8月23日开始施工，12月30日完

成。3个机库钢网架提升总重量约
3500 吨、占地总面积约 3.1 万平方
米。11月 14日完成了喷漆窄体机
库钢网架整体提升，12月10日完成
了喷漆宽体机库钢网架整体提升，
12月 30日完成大修定检机库钢网
架整体提升。一号大修定检机库建
成后，可同时容纳两架空客A380客
机维修作业。

业内人士介绍，2019年全球飞机
MRO（维修、维护、运营的简称）产值
达819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中国
地区飞机维修产值将达183亿美元，
占全球市场总量的15.7%。随着航权
开放、航线增加，海南客运货运量快速
增长，这也将推动我省航空维修市场
加快发展。

据了解，该基地今后将以飞机

MRO为核心业务，主要承接各类机
型的定检大修业务、航空改装喷涂业
务、附件修理业务、航材交易业务、技
术服务业务、以及航空维修研发项目
等，能吸纳2000余高端人才就业。以
附件维修业务为例，该基地预计年产
值可达10余亿元，机体维修、喷涂等
业务每年将分别给基地带来1亿元至
3亿元的产值。

海南最大跨度钢网架吊装完成
主跨162米 总重2650吨 面积超1.98万平方米

2020年洋浦口岸
出入境流量创新高
出入境船舶4100余艘次，
同比增长13.7%

本报洋浦1月4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张
业）据洋浦边检站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洋浦边检站去年共检查出入境（港）船舶4100余
艘次，同比增长13.7%，检查出入境人员6.6万余
人次，同比增长14.5%。

据悉，2020年以来，洋浦边检站积极服务国
家战略，创新管理举措，全力助推海南自贸港先行
先试。推出边检业务“云办理”，充分依托港口系
统和网窗系统，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对
入境船舶出入境、人员登轮等采取网上申报，不见
面审批，实现零等待办理手续；将“网上申报”与

“无纸化办检”“无纸化审批”有机结合，提升“互联
网+”政务服务水平；规范国际船舶网上申报、线
上审批、复工复产人员快速通关等工作流程，畅通
防疫抗疫物资、进出口商品通关“绿色通道”；推进
港口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实现数字化边检工作
平台数据同步运行、情报信息预警分析，强化对出
入境船舶的预查预检，口岸风险管控智能化、精准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13.7%

定安加速
“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
出台规定明确职能部门责任及分工，
已完成262个事项的划转工作

本报定城1月4日电（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1月4日从定安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获悉，
该县日前出台《定安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和事中
事后监督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进
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责任及分工，加速推进“一枚
印章管审批”改革。

《规定》明确，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及“审管
分离”的原则，由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县级相对集
中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被划转行政许可事项的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集中行政许可事项的行业指导
和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集中行
政许可事项的事后监督管理。

定安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有关负责人解释，出
台《规定》，是定安为加快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
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定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更
好服务市场主体的生动体现；将构建起审批权、监
管权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确保行
政审批服务局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在行政审批与监
管工作中的有效衔接，更好地便企利民。

据悉，自2020年11月启动“一枚印章管审
批”改革后，定安通过层层梳理，将原来分散于20
家单位的280项事项分两批全部划转至定安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并设立综合受理窗口，方便群众办
事，让企业今后办理行政审批时“只进一扇门、只
对一个人、只盖一枚章”。目前，定安已完成262
个事项的划转工作。

该负责人介绍，为确保“一枚印章管审批”改
革持续推进，定安还将形成审批与监管联动运行
机制，通过建立定安县政务办公平台及审监互动
系统，实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与行业主管部门行
政许可信息互联互通，确保行业主管部门及时掌
握行政许可办理情况，推进各项具体业务对接。

262

江东新区将建安居房
销售限价不高于
1.2万元每平方米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李小妹）近日，海口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同一天出让
5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总面积约185.62亩。其
中海口市江东新区白驹大道北侧JDWH-06-
E18地块将建安居型商品房项目，销售限价不高
于1.2万元每平方米。

海口市江东新区白驹大道北侧JDWH-06-
E18地块面积为66.16亩，为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混合用地。该安居型商品房项目要求配建幼儿
园、社区服务中心。该宗地由海南中交海投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

同一天，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长昌矿区西
北侧两宗公用设施用地，以及龙华区滨海大道
南侧博义盐灶八灶棚改片区两宗城镇住宅和零
售商业混合用地也成功出让。甲子镇长昌矿区
西北侧两宗公用设施用地将用于建设再生资源
综合利用基地项目，由海南益民环保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竞得。滨海大道南侧博义盐灶八灶棚
改片区两宗地块将用于建设商品房，由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竞得。

12000

1月4日晚，航拍三亚水稻国家公园7D光影乐园。历经100天精心打造，三亚水稻国家公园7D光影乐园日前与
市民游客见面。在近千亩的光影游玩体验区中，5000万颗灯珠、20万米灯线、35组大小灯组呈现出七大主题31个元
素灯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连日来，三亚多家景区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新项目、打造新设施、完善新服务、推出新服
务等方式，不断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游客体验。在天涯海角游览区，新建的婚纱旅拍打卡点吸引众多新人和游客打卡
拍照，刚上线的亲子卡丁车项目吸引不少父母带孩子一同体验。在蜈支洲岛，除了传统的水上项目以外，景区还新增
了快闪舞蹈、海岛跨年电音节、挑战赛等活动，给游客与众不同的游玩体验。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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