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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张期
望 计思佳 通讯员陶剑武）累计签意
向金额完成全年任务146.31%、累计
签实质合同金额完成全年任务
220.59%、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额完成
全年任务142.79%……2020年，海口
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一号工程”，通
过一年的努力交出亮眼答卷，招商引
资“五项指标”超额完成，平均完成
率超过150%，特别是外资使用实现
翻番。

这份亮眼的答卷，获益于海口的
创新招商机制。为推动招商引资工
作，2020年，海口建立书记专题会例
会制度，每月前3周依次召开招商引
资书记专题会议、项目建设书记专题

会议、自贸港政策落实书记专题会
议。每次会议要求副市长，各区、各
园区一把手汇报工作进度，营造出

“一把手”抓招商的浓厚氛围。
不仅如此，海口还定期召开市

政府常务会议（调度会），并根据项
目的需求随时召开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招商引资项目和合作协
议。为推动江东新区建设发展，海
口还专门召开“江东新区周调度例
会”，及时解决项目落地问题。为协
调解决外资项目落地问题，海口从
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分管副市长每
周召开外资项目调度会，全方位解
决外资项目落地难题。

海口还出台了《关于在加快建设

海南自贸港进程中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的意见》，明确了海口市招商引资工作
考核办法和考核指标，压实各区、各园
区主体责任。

在有力机制的“护航”下，海口招
商引资工作稳健前行，2020年12月
份捷报频传，多项海南自贸港“首单”
业务纷纷落地：海南航空进口的气象
雷达收发机完成清关手续、海南银行
成功为兖矿智慧物流办理375万美
元的离岸转手开证业务、海南橡胶成
功落地首单FTN美元贷款业务、金
鹿公务机开创了外籍飞机转至自贸
港注册“首单”业务……

频传的捷报，离不开日积月累的
奋进。2020年3月，海口市第一批

招商引资项目线上签约仪式举行，13
个项目完成签约，协议投资额超70
亿元；4月，海口自贸港全产业链招
商服务平台“云签约”仪式上，105家
境内外第三方专业合作伙伴签订合
作协议；5月，海口自贸港临空产业
线上招商洽谈会举办，国内外知名商
务航空和通航产业制造企业集聚
……2020年，海口招商引资工作几
乎每个月都有这样的大手笔。小米、
京东、美的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抢
滩海口，截至去年12月，海口市总部
企业数量已经达到31家，占全省总
量的69％，同比增长近三成。

“海南自贸港的建设离不开全球
企业的参与，海口今年将加大力度多

种渠道面向海内外开展招商引资。”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局长陈量子介
绍，日前，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与俄
罗斯团结银行、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
家联合会等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打通
了海口与俄语区、独联体乃至中东欧
国家间的招商合作渠道。

就做好今年招商工作，省委常委、
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表示，海口将继
续明确目标任务，采取更加积极有效
的措施，落实好“谋划一批、储备一批、
实施一批、竣工一批”的要求，提高“四
个一批”的转化率，加强过程管控，实
现良性循环。挖掘存量、做大增量，为
海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

招商引资“五项指标”平均完成率超150%，实际使用外资实现翻番

海口“一号工程”答卷亮眼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彭青
林 通讯员冯锦煜）短短3年时间，海
南省人才总量达到190.23万人，人
才资源总量占人口总量的比率提升
到 19.97%，远超我国“十三五”末
16%的目标……海南日报记者1月
12日从省委人才发展局获悉，由第
三方专业机构对我省《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进行的中期绩效评
估结果日前出炉。评估显示，海南省
人才资源总量和引才数量全面提升，

人才工作影响力和认同感持续增强，
“百万人才进海南”第一阶段目标圆
满实现。

此次第三方评估由中国人事科
学研究院实施。评估对我省人才
资源近3年来的变化进行了定量分
析，指出我省实施的人才引进培养

“双轮驱动”战略成效显著，海南人
才资源总量和引才数量得到全面
提升。

量的变化背后是人才工作质的
突破。评估指出，《行动计划》实施以

来，海南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人才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对海
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
服务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建立健全
人才工作管理体制机制，实施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培养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海南
人才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由量到质、
由松散到集成的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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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百万人才进海南”第一阶段目标圆满实现

海南人才总量达到190万人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陈
雪怡）1月12日，海南“十三五”建
设发展辉煌成就系列之第二场新
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主题为“重
点改革迈出新步伐”，介绍了海南
省域“多规合一”改革、农垦体制改

革、极简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方面情况。

海南省域“多规合一”改革为全
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起到了积
极的示范带动作用、农垦体制改革

走在全国前列、极简审批制度改革
在全国推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压
茬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初具
实战能力……会上，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通过列出改革措施、讲清主
要成效、畅谈下步工作，系统全面

地解读展现海南“重点改革迈出新
步伐”。

根据安排，省新闻办将从1月
11日开始，连续举行12场海南“十
三五”建设发展辉煌成就系列新闻
发布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蓬勃展开”首场新闻发布会、“重点
改革迈出新步伐”第二场新闻发布
会之后，还将聚焦“经济结构调整成
效凸显”等海南“十三五”期间发展
成就。

（相关报道见A04—A06版）

海南“十三五”建设发展辉煌成就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五项重点改革成绩亮丽

奋进自贸港辉煌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肖海军）针对近期我省
持续出现低温天气，1月12日，省
民政厅下发持续做好送温暖活动
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各市县民政部门再次对困难群众
御寒需求开展严密排查，加大临时
救助力度，提高御寒救助可及性，
加强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工作，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平安过节。

截至目前，全省共走访、慰问困
难群众7.66万户、15.4万人，发放
棉被棉衣等御寒物品5.8万余件，
发放12月份城乡低保金、特困人员
供养金共计8600余万元，实施临时
救助1.5万人次。

《通知》要求，各市县再次对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困难
残疾人、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御寒保
暖情况开展严密排查。要强化对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人的监

管，压实照料护理责任。低温期间，
照料护理人应每日上门探访特困人
员，确保低温期间生活有人照应、需
求及时响应。加强对农村留守老年
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关爱工作，
对于防寒保暖存在困难的，要及时
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及时足
额发放2021年1月份低保金、特困
人员救助金，千方百计保障好低温
期间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通知》指出，大力提高临时救助

审批时效，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及
时响应困难群众御寒需求。低温期
间，对低保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以及低收入家庭等救助对象，可根据
需要采取直接发放棉衣、棉被等防寒
保暖物资或发放临时救助金的形式
给予救助。对于其他有紧迫性御寒
需求的困难群众，乡镇（街道）可实
施急难型临时救助，实行“小金额先
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确保
凡困必救。 （相关报道见A03版）

省民政厅下发持续做好送温暖活动紧急通知

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平安过节

2020年海南冷链物流业
新增近百家企业
业务涉及生鲜果蔬、水产畜禽、
医疗药品等行业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孙慧）拿出手机轻轻
一点，水果蔬菜、海鲜肉类就能送上家门口，便捷的电
商配送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日益完善的冷链物流保障
了果蔬农产品的鲜味。海南日报记者1月12日从省
冷链物流协会获悉，2020年以来，我省冷链物流行业
规模发展壮大，全年新增、转型的冷链物流企业有近百
家企业，业务涉及生鲜果蔬、水产畜禽、医疗药品等行
业，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据了解，我省正在加快对冷链物流产业的布局。
从2018年以来，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海口市菜篮子
集团、中铁国际（海南）食品冷链中心、三亚佳翔航空货
运农产品加工贸易冷链物流园（一期）等冷链物流项目
相继建成投产，全省已初步形成海口、三亚、澄迈为枢
纽，琼海、文昌、万宁、东方、陵水等市县为主要节点，遍
布18个市县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此外，我省还支持企业投资建造冷链物流园区，鼓
励冷链物流企业展开线上线下交融的冷链物流新业态，
引导我省农产品流转企业联盟和大型农产品物流企业，
开展“生鲜电商+冷链宅配”“中心厨房+食材冷链”等配
送新形式，加强农产品产销联接，展开冷链物流一起配
送，解决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我省加快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
支持在博鳌乐城申报开展
干细胞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

本报博鳌1月12日电（记者袁宇）日前，省科学技
术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省医疗
保障局四部门联合印发《海南省关于支持重大新药创
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探索开展人类遗传资源专业化服
务、支持在博鳌乐城先行区按照规定申报开展干细胞
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加快推进海南生物医药领域成
果转移转化。该《意见》有效期3年。

《意见》包括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开展药
物临床试验、优化医疗保险支持机制、支持开展干细胞
临床研究、加大生物医药高端人才引进力度、促进生物
医药创新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支
持创新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企业多渠道融资、鼓励医药
企业积极申报海南省重点产业扶持奖励等九个方面。

《意见》明确，我省将加快培育引进新药研发合同
外包服务机构（CRO）、生产合同外包服务机构
（C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生物医
药产业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组建药物临床试验协作网
络，并支持网络内的医疗机构设立科研型病房，进行合
规与高质量的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优化医疗保险支持
机制，探索推动保险公司将符合条件的新特药纳入商
业保险理赔范围；鼓励国内外高校、企事业单位科研人
员在园区开办企业，对带项目、带成果来我省创办企业
的高端人才，根据人才层次、科技成果水平、转化阶段
等，该找相关规定予以支持。

《意见》还提出，常年开展科研、临床研究或生产用
品进出口的生物医药相关单位，由省级科技部门建立
单位目录，定期通报海关，并给予通过海关信用认证的
企业通关便利等管理措施支持；筹建中医领域省级重
点实验室，建立中医传统医学基础研究平台，促进我省
中医领域的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加快中医药成果转
化；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新药专利技术通过发行知识产
权证券化产品融资，建立新药研发项目的股权投资机
制等；鼓励医药企业聚焦创新药物、创新医疗器械，支
持申报海南省重点产业扶持奖励。

省气象局继续发布
寒冷三级预警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海南省气象局1月12日17时
20分继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和海
上大风四级预警，受强冷空气影响，
本岛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过程。

导读

A08

1月12日，趁着天气晴好，海口市美兰区金堆村村民周章蓉（中）来到常年蔬菜基地，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抢收青菜。
据了解，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美兰区派出210名农技人员和8名农技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一线，指导农户开展防寒工

作，并对全区31个常年瓜菜基地采取保温措施。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防寒抢收
两不误

全力做好低温天气应对工作

冷链物流是指食药品在生产、运输、储藏、销售等
产业链中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条件下，保证食品药品
质量安全、减少腐败变质、降低损耗、防止污染的供应
链管理系统。

名词解释

陆地天气预报陆地天气预报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

北部 晴 间 多 云 ，最 低 气 温
6℃～8℃，最高气温 17℃～19℃

中部 晴 间 多 云 ，最 低 气 温
3℃～5℃，最高气温 19℃～21℃

东部 晴 间 多 云 ，最 低 气 温
7℃～9℃，最高气温 17℃～19℃

西部 晴 间 多 云 ，最 低 气 温
5℃～7℃，最高气温 19℃～21℃

南部 晴 间 多 云 ，最 低 气 温
7℃～9℃，最高气温21℃～23℃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

北部 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雨
或雾，最低气温 10℃～12℃，最高气
温21℃～23℃

中部 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
9℃～11℃，最高气温22℃～24℃

东部 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雨
或雾，最低气温 9℃～11℃，最高气
温20℃～22℃

西部 多云，最低气温 8℃～
10℃，最高气温23℃～25℃

南部 多云，最低气温 10℃～
12℃，最高气温24℃～26℃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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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73所公办幼儿园
首次春季招生

海南近期会下雪吗？
气象专家：此次强降温

不具备降雪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