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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省粮食行业协会
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焦
晴）3月31日，海南省粮食行业协会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暨二届一次理事会在海口市举行。从事
粮食贸易、加工、储藏、运输、科研等业务的会员企
业代表出席会议。

在省粮食行业协会脱钩以来的首次会员代表
大会上，省粮油科学研究所所长郑联合当选省粮
食行业协会会长，海南恒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的
魏建功、海南恒达伟实业有限公司的陈艺伟当选
常务副会长，还选出副会长4名、常务理事4名、
副秘书长3名、监事长1名、监事2名、理事14名。

据介绍，省粮食行业协会自2013年成立以
来，坚持服务宗旨，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发挥桥梁
纽带和参谋助手作用，为政府和企业服务，积极推
进放心粮油工程，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省粮食
行业协会将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确保协会办会方
向，继续加强开展行业交流合作活动，为保障我省
粮食安全，促进粮食企业发展，为打造适应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现代粮食安全格局发挥作用。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特殊的日子，总是会留在人们的
记忆深处，同它所发生的特殊景象一
起构成时间长河中一个特殊的标识。

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周
年。20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海
南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南也从
每一年的论坛年会中不断汲取澎湃发
展新动力；20年来，一个日益开放、活
跃的海南通过博鳌亚洲论坛被世界更
多的地方所认知，海南打开了一扇面
向新世纪世界的窗口。

在3月31日的“博鳌二十·海南
讲述——博鳌亚洲论坛20年海南亲
历者媒体见面会”上，与会嘉宾有负责
论坛年会海南主题活动策划实施的，
有负责博鳌地区硬件提升、美丽乡村
项目建设的，也有在一线参与酒店、机
场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他们开怀畅

谈，分享他们在服务保障论坛年会过
程中的工作细节、突发事件以及心路
历程。

机场是嘉宾往返论坛的第一站，
也是最后一站。机场服务保障工作不
仅对论坛而言十分重要，在一定程度
上既是展示中国，也是展示海南形象
的“门面”。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务与
运行管理部副总经理祝春枝还记得，
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她们
由于经验不足，专程去上海等地取经
学习，组织编写了几百页厚的《博鳌亚
洲论坛服务保障指南》。20年来，经
验不断积累，如今祝春枝及其团队对
整个服务保障流程越来越熟练，确定
嘉宾名单和航班信息、做好机位排布、
细致部署安保工作、提供精细化和个
性化服务……“很顺！”这是服务保障
对象对祝春枝及其团队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

作为一名连续三年参与保障论坛
年会的“老旅游人”，省旅文厅行业管
理和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刘静文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是一个难能可贵的
机遇，一个直接推动海南酒店住宿行
业快速发展、进步的契机。

刘静文透露，当前，省旅文厅正着
手建立海南省旅馆业管理系统，这一
系统是旅文厅全域旅游监管平台的一
部分，未来建成后将其接入省大数据
信息管理平台。“未来，海南的每一家
酒店、旅馆，当他们的房屋数量、房型、
经营状况等发生变化时都可以第一时
间在网上完成更新，以便相关部门及
时掌握。”刘静文说，海南是旅游大省，
酒店住宿又是旅游业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实时掌握行业规模、资源能优化博
鳌酒店服务保障工作，可为八方宾客
提供更好的酒店体验。

有着“博鳌亚洲论坛第二乐章”美

誉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承担着让中国人最快用上国际先进药
械的重要使命。经过多年探索，先行
区已初步实现医疗技术、设备、药品与
国际先进水平“三同步”，为患者带来
了国际前沿医药科技成果。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
理局招商处副处长代晓龙表示，在博鳌
地区举办的会议也印证着先行区的发
展。据统计，在博鳌举办的千人以上大
会，大多数是医疗健康类的会议。去年
疫情期间，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与中远海
运博鳌公司再次提升战略合作关系，共
同出资筹建博鳌乐城国际医学中心，致
力于每年举办100场千人以上的医疗
健康类学术交流会议会展。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东屿岛旅
游度假区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周德
高曾负责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二期工程、
金海岸酒店改造、论坛公园等项目建

设。近两年，该企业对博鳌亚洲论坛会
议中心和酒店进行大幅改造升级。例
如，推进客房智能化，为房间配备可视
门禁，及包含温馨模式、会议模式等多
种情景模式的客控系统，电视机可以互
动，空调能按住户需求在前台提前调
适，热水器出水可以做到秒热等。

今年适逢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
周年。无论是对亚洲区域合作进程，
还是对论坛自身发展而言，今年都具
有重要意义。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将
一如既往地把参与论坛工作作为一项
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来继续坚持做下
去，保持做好论坛服务保障工作的热
情与激情，助力论坛在服务国家总体
外交、在扩大海南的对外开放、在发挥
展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窗
口作用上以及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发挥更多、更新、更大的作用。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的海南亲历者说——

海南打开了面向新世纪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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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3月31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张
若昕）3月31日上午，由国药大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在洋浦保税港区投资
的全球大健康消费精品“跨境电商+
零关税”新零售创新体验中心项目
开业。这是去年《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洋浦保税港
区首家实体项目试运营开业，助力
烧开保税港区“这壶水”。

去年12月13日，世界500强企

业中国医药集团旗下的国药大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与洋浦管委会签约，
在洋浦保税港区投资建设国药大健
康产业营养科学研发生产总部基地
项目，内容包括功能型产品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中试车间，现代化的医
用、食用产品生产车间，含2条压榨
生产线、2条精炼生产线、2条成品
生产线及配套仓储设施等，投资额
为5.67亿元，计划在2022年5月建
成投产。

该项目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中“对岛内居民消
费的进境商品，实行正面清单管
理，允许岛内免税购买”相关政策
背景，借助洋浦保税港区零关税消
费购物政策先发优势，发挥国药大
健康的行业资源优势和全球大健
康消费品供应链的独特优势，在洋
浦保税港区建设有国药大健康特
色，集购物、休闲、展示、体验为一
体的多功能全球大健康消费精品

“跨境电商+零关税”新零售创新体
验中心。

3月31日开业的项目为产品展
示馆，包括大健康消费精品跨境电
商+零关税销售展示中心、国药大健
康产业营养科学产业基地项目规划
展示馆和国药大健康自主品牌“安
咖啡”休闲商务会议中心三大部分
组成。于今年1月13日正式动工，
从项目立项到建成开业仅仅用了74
天，成为目前洋浦保税港区内签约

最快、开工最快、投产最快的企业之
一，创造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加速
度”。

据介绍，国药集团此次投资的
大健康产业新零售项目，充分利用
了洋浦保税港区作为海南自贸港

“样板间”，先行先试“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和区内允许开设商业设
施等这些全国独有的自贸港政策，
高度契合洋浦保税港区的招商方向
和产业定位。

洋浦保税港区首个新建项目开业
美兰机场新塔台正式封顶
助推美兰机场二期全面投运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记者邵长春 邓海
宁 通讯员王谋权）3月31日下午，位于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站前综合体东侧区域的新塔台工程项目
现场，随着施工人员对讲机里传来“一切准备就
绪、完工！”的报告声，美兰机场新塔台正式实现封
顶，有效助推美兰机场二期向全面投入运营使用
的目标稳步迈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积蓄动能。

据了解，美兰机场新塔台工程于2020年4月
正式开工建设，主要内容包含新建塔台、新建航管
楼及配套小区等设施，集成机坪管制、气象观测等
多功能区域，为美兰机场二期飞行区的安全运行
装上功能齐全的“大脑”。

新建塔台高108.5米，地上22层，地下1层，
建筑面积为4782平方米。塔台下部为结构筒体，
上部为功能层，含塔台指挥管制室、机坪指挥中心
等功能用房。

新建航管楼采用贴临塔台设计，局部以连廊
连接，高23.8米，共5层，地上建筑面积8770平
方米，含办公用房、会议室等功能用房。地下建筑
面积3762平方米，主要功能为停车场。

3月31日，海口江东新区1.5
级企业港项目（一期）完工，可容纳
100至 150家企业办公，将于4月
中旬交付使用。该项目针对总部经
济、国际贸易、金融、设计类等现代
服务行业面向全球招商。

江东新区1.5级企业港项目位于
海口江东起步区南侧，规划总用地面
积约8.5万平方米（约128亩），规划
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分三期建
设，总投资额约为5.5亿元。其中一
期占地面积约3.1万平方米（约47
亩），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从1月
18日开工到3月31日完工，仅用70
天就完成了项目（一期）建设。

文/本报记者 张期望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我省降解塑料技术
创新中心揭牌
将有力支撑开展禁塑工作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邱江华）3月31
日，海南省降解塑料技术创新中心（筹）在海口高
新区揭牌成立，该创新中心由中国科学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联合海南大学、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共同发起成立。

据了解，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是我省“禁塑”
之后的重要替代品之一，中科院理化所长期从事
生物降解塑料领域的科研工作，是国内最早从事
该领域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经过多年研究，形成
了从上游树脂合成、到中游改性到下游制品开发
的全产业链专利技术。省科技厅通过和中科院理
化所签订合作协议，大力支持海南省降解塑料技
术创新中心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
咨询服务和成果转化等工作，能有力支撑我省开
展禁塑工作，对我省实现从科研到科技成果产业
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理化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牵头单
位，将全力以赴支持创新中心的各项工作，发挥中
科院的科研优势，与海南本地共建单位精诚合作，
努力将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降解
塑料研究平台，有力助推海南省生物降解塑料产
业发展，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罗霞）日本“无添加”
护肤及健康食品领导者FANCL，将携
多款产品亮相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全面展示其在保健食品等领域的
创新成果。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获悉的。
FANCL，中文商标为芳珂，成立

于1980年，是日本最具规模的“无添
加”护肤及健康食品品牌，机能性食
品市场占有率位居日本第一。1994

年，FANCL开始推进保健品销售事
业，依靠世界尖端的科研和生产技
术，用严苛标准研发生产健康食品。
在中国，FANCL已入驻多个电商平
台，并在北京、大连、南京、杭州等城

市设有体验区。
据了解，此次FANCL携手消博会，

旨在为消费者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共同努
力，将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
系，展开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本报讯（记者罗霞）随着重型集
装箱货轮“长赐”号成功脱困，苏伊士
运河已恢复通航，此前被堵在苏伊士
运河航道上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展品正赶来海南自贸港。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3月30日从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获悉的。

3月23日，“长赐”号在苏伊士运

河新航道搁浅，导致运河堵塞。在拥
堵中，首届消博会参展单位爱尔兰中
资企业商会、大商集团组织的酒水、
橄榄油等参展产品也被堵在苏伊士
运河航道上。经过连续几天救援后，
搁浅货轮成功起浮脱浅，苏伊士运河
已于当地时间29日18时（北京时间
24时）恢复通航。目前，此前被堵的

消博会展品正赶来海南，将在消博会
上和消费者见面。

据介绍，在首届消博会上，一批爱
尔兰名优产品将亮相。爱尔兰中资企
业商会联手Enterprise Ireland 等
机构，以“爱尔兰国家馆”的形象组织
品牌商参展，展品涉及爱尔兰婴幼儿
奶粉等乳制品，威士忌、金酒等酒水，

母婴类和生活用品以及羊毛制品等。
大商集团组成“国际卖团”和“国

内买团”参加首届消博会，其中“国际卖
团”展品涉及6个国家15家公司的20
余种名品，包括法国“拉彤城堡、拉戈城
堡”金奖红酒、新西兰“西兰皇羊”、德国
哈勒道城堡啤酒、巴拿马瑰夏咖啡、西
班牙格拉玛诺萨庄园橄榄油等。

日本FANCL将携多款产品亮相消博会

一批消博会展品从苏伊士运河赶来海南

省政协七届四十八次党组会议
暨三十八次主席会议召开

◀上接A01版
就如何落实中央和省委对政协工作部署，切

实加强省政协党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省政协党
组在政协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
用，毛万春指出，一是更加讲政治，要增强政治意
识，把握政治方向，严守政治规矩，提高政治能力；
二是更加讲学习，要大兴学习之风，学出政治站
位，学出绝对忠诚；三是更加讲团结，要营造团结
干事氛围，完善团结工作机制，拓展团结统战对
象；四是更加讲廉洁，一方面省政协党组成员作为

“关键少数”，要发挥好带头表率作用，始终绷紧全
面从严治党这根弦。要抵住各种诱惑，不破道德
防线、不越法律底线、不碰党纪高压线。另一方面
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
记苻彩香出席会议并作表态发言。省政协副主席
李国梁、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
刘登山，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博鳌乐城国际创新药械
交流转换中心项目竣工

本报博鳌3月31日电（记者袁
宇）3月3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博鳌乐
城国际创新药械交流转换中心项目通
过验收宣布竣工。该中心总建筑面积
达2.52万平方米，将成为国际创新药
械产品在乐城先行区内的全新展台。

据介绍，博鳌乐城国际创新药械
交流转换中心项目于去年11月中旬
破土动工，仅用时4个多月就建成竣
工。中建一局一公司海口城市公司经
理李旺表示，该展馆大量采用装配式
建筑，整体装配率高达70.97%，是海
南省装配率最高的项目之一。通过这
种方式大幅压缩了建筑工期。

博鳌乐城国际创新药械交流转换
中心项目将成为“永不落幕”国际创新
药械展的全新展台。据介绍，展馆分
为一、二层及夹层，其中首层主要为药
械展厅、城市展览厅，可设置至少52
个展位；夹层主要为患者服务中心、跨
境电商商城；二层则是多功能中心，分
为会议室、办公室等多种功能间。

74天！

70天！
海南首个1.5级企业港
项目（一期）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