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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7日讯（记者况昌
勋）4月17日，2021年海南自贸港大讲
堂（第三场）在海口举行。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受邀作题为

“百年全球传染病大流行应对”的辅导报
告。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省政协
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军等现职省
级领导参加。

讲座中，张文宏梳理了百年来人类
抗击传染病大流行的历史，分析了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成功经验，并

阐述了疫苗接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
重要性。他说，中国以党的坚强领导、群
众的高度配合和科技的有力支撑，采取
强有力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迅速、有效
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但是，全
球各国会陆续打开国门，特别是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需要人员跨境自由流动，
防疫措施必然要有所转变，接种疫苗、建
立免疫屏障是应对输入性风险、实现常
态化防控的最有效措施。

报告结束时，沈晓明交流了学习心

得。他指出，海南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阶段，疫情防
控成为能否落实早期安排、取得早期收获
的关键变量，疫苗接种是能否从容向世界
打开自由贸易港大门的关键因素，直接影
响海南能否恢复国际航班、实现人员进出
自由便利。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的高度，广泛发动群
众，尽快接种疫苗，做到应接尽接。

大讲堂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和重
点园区。

2021年海南自贸港大讲堂（第三场）举行
沈晓明冯飞毛万春李军参加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迎来成立20
周年。重要的时间节点，起着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回首过去，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东
道地，海南高度重视论坛服务保障工
作，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论坛
最大的支持。海南不仅是论坛永远的
服务保障者，也是论坛各项事务的积
极参与者，在推动论坛可持续健康发
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着眼当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
海南先行一步的发展也离不开博鳌亚
洲论坛带来的机遇。海南，正在以更
加开放的心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优质高效服务保障论坛

全过程参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
务保障工作的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联席会议工作机制领导小组
办公室、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胜仍然
记得，论坛成立之初嘉宾邀请工作所

遭遇到的困难：一些受邀嘉宾和企业
因为不了解而不愿意参会；更有人发
问“博鳌在哪里？海南在哪里？”

“那时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不过
1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仍处在起步阶
段，出现怀疑的声音在所难免。”王胜
回忆说，2001年以前，博鳌镇墟上只
有一两条街道，一眼望去四周都是水
田，“早期我们从海口拉桌椅板凳去
博鳌，货车司机甚至不知道博鳌在哪
里，论坛服务保障工作面临着极大的
压力。”

开头的难和现在的火成了鲜明的
对比，这其中付出了很多努力，海南亦
用行动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20年来，海南持续为服务保障博
鳌亚洲论坛投入近200亿元，用于高
速公路、高铁、机场、博鳌通道、博鳌国
宾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等基础
设施建设；创建博鳌亚洲论坛服务保
障工作长效机制，为论坛年会服务保
障工作搭建了框架，完善了顶层设计；
每年一线投入接待和服务保障人员
1000余人，20年累计接待140多位中

外领导人和7万多名中外嘉宾出席论
坛年会相关活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
处海口办公室的设立，是双方提升联
系协调能力的重要工作平台，为更好
地开展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的各项工
作搭建桥梁……

“论坛成立以来的20年间，海南
省不仅全力支持论坛的发展，也为论
坛提供了独特的地域色彩和多元开
放的背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
保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论坛近
2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论坛的发
展离不开海南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省
人民的大力支持、离不开海南团队的
优良服务。

利用论坛服务海南发展

世人认识博鳌亚洲论坛的过程，也
是海南被世界认识的过程。人们从亚
洲各地，从世界各个角落奔向这个盛
会，聚焦这个盛会；同时，也在感受海南、
关注海南，见证着这里的变化和发展。

下转A05版▶

海南全力服务保障和利用博鳌亚洲论坛，用足用
好用活论坛资源——

打造海南开放的靓丽名片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记者苏庆
明 通讯员王俊彦 夏方禹娃）海南日报
记者4月17日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近几年，海南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势头强
劲。统计显示，目前全省共有市场主体
124.5万户，其中2018年-今年3月新增
76.3万户，超过建省后前30年（1988-
2017）总和。

尤其是自贸港建设以来，海南进入
市场主体更为高速的增长期。去年6月

至今年3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30万
户，环比增长34.73%，占2018年至今年
3月总和约40%；其中，新增企业近15.5
万户，环比增长121.41%。

在各项自贸港政策密集出台下，海
南市场主体创生热潮正在延续。4月13
日，柬埔寨吴哥航空公司与海口市交通
港航局签约打造航空运营基地项目。公
司董事及中国区总裁湛大卫说，企业计
划开辟海口至东北亚、俄罗斯远东地区

和东盟主要商旅城市的“第七航权”航
班，并将在海南成立公司来运营。

与此同时，海南市场主体结构也在优
化。去年6月至今年3月，全省新增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
业市场主体逾27万户，环比增长34.25%。

同时期12个重点产业新增市场主体6
万户。其中医药产业、油气海洋、互联网产
业市场主体环比增长较快，增幅均为
100%以上，医药产业更是接近200%。

海南自贸港吸引企业抢滩

3年来新增市场主体量超建省后前30年总和

4月17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注册中心正式运行，与会嘉宾、媒体记者
陆续抵达。图为注册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嘉宾办理注册手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嘉宾报到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农业农
村部印发《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工作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
称《方案》），要求利用海南建设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的政策机遇，
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热作起源中心、多样性中心，规范安全开
展橡胶树、芒果等种质资源交流交换与
合作研究，引进我国缺乏的热作野生近
缘种、遗传分析工具材料等新种质以及
核心种质资源。

《方案》明确，要做好热作种质资源
调查收集、热作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热作
种质资源鉴定评价、热作种质创新利用、
热作新品种选育应用、热作种质资源共
享平台、热作种质资源技术标准体系等
七方面重点任务。

国内特色资源收集要求重点在海南
热带雨林、长江中上游、云贵高原等地
区，开展香蕉、荔枝、龙眼、南药等珍稀濒
危、地方特色品种及具有潜在利用价值
种质资源的全面普查、系统调查与抢救

性收集。在资源圃（库）布局方面，统筹
布局国家级及省级热作种质资源圃（库），
建立以资源圃（库）为核心、复份圃为补充
的热作种质资源集中保存体系。其中，在
海南重点对橡胶树、木薯、椰子、油棕、槟
榔、芒果、油梨、胡椒、南药等种质资源进行
保护。此外，热作种质创新利用上，实施
主要热作优异种质资源创制与应用行
动，重点在海南、云南、四川等地布局一
批热作种质资源创新基地，完善创新技
术体系等。

农业农村部印发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方案——

利用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引进核心种质资源

本报博鳌4月17日电（记者罗霞）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将于4月18
日至21日在博鳌举行，年会主题为“世
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
带一路’强音”。

本届年会不仅是疫情形势下一次特
殊的年会，也恰逢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
周年。得益于东道国中国对疫情的有力
防控，本届年会将成为今年世界上首个
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约
2000人与会。届时，中外领导人、外国

前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将通过线上
或线下方式出席年会。

年会共设置了63场活动，大体分为
“解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的发
展大势”“‘一带一路’合作”“拥抱产业
变革”“与新技术共舞”和“共享发展”六
大板块，聚焦宏观议题、行业议题、前沿
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等。其中，“解读中
国”和“‘一带一路’合作”是应各方普遍
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新增的
板块。

我省积极做好论坛年会服务保障
与利用工作，将在年会期间举办中国-
东盟省市长对话、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岛屿经济分论坛、全球自由贸易港
发展趋势分论坛、面向2030年的减贫
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分论坛等四场海南
主题分论坛活动。论坛年会期间，博
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和博鳌亚洲论坛
成立 20 周年回顾展将对公众开放，

“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招商引资活动
将举行。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今起召开

4月17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前新摆放的鲜花盛
开。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于5月7日至10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首届消博会各项筹备
工作正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消博会筹备
有序推进

海南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势头强劲

2018年-2020年，我省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分别为逾 14万户、逾24万户、逾31万户

今年前3月，新增市场主体数量逾7万户

目前全省共有市场主体 124.5万户

其中2018年-今年3月新增76.3万户，超过建省后前30年（1988年-2017年）总和

尤其是自贸港建设以来，海南进入市场主体更为高速的增长期

去年6月-今年3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30万户，环比增长34.73%，占2018年-今年3月总和约40%
其中，新增企业近 15.5万户，环比增长 1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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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

数字人民币支付
亮相博鳌本报洋浦4月17日电（记者林书

喜 通讯员李强 林鸿冠）4月16日上
午，一辆满载300公斤高纯氢气的鱼
雷车缓缓驶离海南炼化氢能凯美特充
装平台，标志着我省首个氢能充装设
施正式投用。据悉，该设施由海南炼
化公司牵头设计、海南凯美特气体公
司建设，将为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
会期间氢燃料电池客车展示和示范
运行提供氢能保障。

为推进能源转型升级，海南炼化
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新增了处理

能力为1800标立方每小时的高纯氢
气生产和充装设施，以低成本的炼油
装置副产氢气为原料，生产燃料电池
车用高品质氢气，将炼厂副产氢气提
纯至99.999%，高于99.97%的燃料电
池车用氢气国家标准，结束了全岛高
纯氢气需从内地购进的历史，解决了
岛内高纯氢气来源问题。目前，海南
炼化已具备日供高纯氢气2吨的能力，
是省内最大的高纯氢气供应企业。

当天，由中国石化在海南建设的首
座加氢站——中国石化琼海银丰撬装

加氢站正式投入运营，该站采用撬装模
式，加氢能力为500公斤/天，可满足
35Mpa燃料电池汽车的加氢需求。

海南炼化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首个氢能充装设施和加氢站的建成投
用，将有效助力海南构建绿色、低碳经
济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据悉，中国石化今年还计划在洋
浦、三亚、海口等地建设加氢站。“十
四五”期间，计划在海南建成10座以
上加氢站，助力海南新能源产业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

海南首个氢能充装设施正式投用
将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提供氢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