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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4月17日电（记者刘
梦晓）4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博
鳌机场获悉，作为保障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一地办会”的窗口单位，博鳌机
场在结束了为期40天繁忙的春运保
障工作后，就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博鳌
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保障的筹备工
作中。

博鳌机场负责人介绍，2021年
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机场
全体员工统一思想、强化责任担当，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从方

案制定、动员会议、安全检查、服务提
升、环境美化等方面全力做好论坛年
会筹备保障工作。为此，博鳌机场制
定了全面的论坛年会保障工作方案，
逐层部署、紧抓细节，让各项工作的
开展有据可循，方案下发论坛年会筹
备工作任务143项，已基本落实。

安全方面，博鳌机场开展反恐培
训、消防业务培训、网络信息安全保
障培训等培训项目共计35次，开展
应急处置演练、全要素综合演练、消
防应急演练等演练项目15次，通过

训练结合，全面提升员工职业素养，
以最强措施确办会安全。

服务方面，博鳌机场对标海南航
空skytrax五星航空服务标准，开展
专业化形象、差异化标准、贵宾厅室
服务、服务流程等专项培训20余次，
全方位提升服务人员素质，为各国政
要提供更加精准、精细、精心的博鳌

“三精”服务。
同时，无论是设备设施维护、环

境美化还是论坛氛围营造方面，博鳌
机场均以高要求逐一落实工作要求，

确保能够为论坛年会嘉宾提供高水
准、高质量的，更具“博鳌特色”的航
空运输服务，彰显博鳌新风貌。

博鳌机场负责人表示，针对疫情
防控，博鳌机场不仅对进出港旅客进行
严格筛查，同时为更加安全的保障论坛
年会嘉宾出行，还对本场员工开展了全
员核酸检测、全员疫苗接种工作。

在此基础上，博鳌机场还联合琼
海市卫健委、机场公安局等单位，制
定严密的进出港防疫管控流程，确保
论坛期间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落实143项筹备工作任务

博鳌机场为论坛年会“护航”

本报博鳌4月17日电（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翁睿敏 龚宝莉）海南日
报记者4月17日从中国电信海南公
司获悉，为迎接博鳌亚洲论坛2021
年年会的召开，目前，该公司各项通
信保障准备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博
鳌通信网络实现新的提速升级和优
化完善，同时5G应用也将首次亮相
年会。

据悉，为确保年会通信网络畅通
无阻，中国电信海南公司积极投入网
络优化、隐患排查、建设扩容、设备安
装、资源落实等全方位保障准备工作，
组织重要通信机房巡检20多个（处），
通信线路巡查维护300多公里，排查

设备及线路隐患10多处，清网排查移
动网站点200多个，同时还为年会准
备了充足的各类通信备品备件。截至
目前，中国电信海南公司累计增加各
类专线、数字电路、宽带近400条、手
机卡50多个、固话100多部等年会专
用通信业务，6个年会接待酒店的互
联网专线速率达到千兆，全面满足年
会各类临时通信需求。

同时，根据我省相关单位的统一
部署，中国电信海南公司在年会主会
场、新闻中心、廊道、国宾馆等重点区
域开通AP点677个，实现WiFi全覆
盖；为年会提供东屿岛有线局域网带
宽4个万兆，WiFi带宽 2个万兆，实
现东屿岛会址通信双路由保障。届
时，论坛主会场和新闻中心等重要
场地，电信智能宽带和 i-WiFi无线

网络出口带宽将达到 6个万兆，为
年会全程搭建起快速传递信息的高
速桥梁。

除此之外，中国电信海南公司抽
调全省保障骨干人员80多名派驻现
场，在论坛大酒店和新闻中心设立2
个现场服务点，实时为现场提供通信
保障服务。

同时，博鳌作为国家发改委批复

的5G规模组网及应用示范工程项目
建设的试点地区之一，承担着国家5G
试验重要任务。本次年会，嘉宾代表
还可到现场观摩由中国电信5G网络
技术加持的中原镇中心卫生院、博鳌
沙美村卫生室5G医疗项目以及博鳌
镇中心学校5G同步课堂应用展示，
致力从不同角度为年会嘉宾带来5G
高速网络的全新体验。

中国电信5G新基建和丰富应用加持

博鳌年会跑上“信息高速”

海口美兰机场
“睡机场”酒店启用
论坛年会保障人员可免费休息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刘泽群 陈君兰）为进
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4月16日，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睡机场”酒店正式启用。

“睡机场”酒店位于美兰机场T1
航站楼到达厅隔离区外，共有头等舱
11间、豪华舱14间，价格分别为每小
时69元和49元，24小时营业。博鳌
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年会服务
保障人员（含会务保障人员、志愿者
等）可凭有效证件免费使用3间特定
休息室，其他房型也可享受五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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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澜海事局：

加强水上应急
及交通安全保障

本报文城4月17日电（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郭
春成）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将于4月18日至
21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海南日报记者4月17日从
清澜海事局获悉，该局将抓实4项举措，全力做好水
上应急及交通安全保障工作，为年会顺利召开营造
和谐稳定的水上交通环境。

清澜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4项举措具体
包括：一是对年会接待船舶开展适航性专项检查，
联合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全面系统检查船舶的
航行设备、消防救生设备、动力系统及船员相关证
书，确保船舶处于适航状态。二是对博鳌水域通
航环境开展巡查，提前部署“海巡11203”和“海巡
11205”轮进驻博鳌水域，组织人员对博鳌水城核
心水域通航环境进行实地勘察。三是确定禁航、
管制区域，及时发布禁航通告，向船员、渔民宣传
年会期间的水上交通管制工作要求。四是强化重
点水域和重点船舶的安全监管，加强对清澜港、龙
湾港、铺前港等水域的安全监管，开展渡口渡船专
项督查工作。

清澜海事局将持续做好水上交通安全保障工
作，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
值班制度，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为年会召
开创造安全、畅通的水上交通环境。

改造论坛大酒店和国际会议中心，
新建论坛主题公园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迎来“升级版”

本报博鳌4月17日讯（记者苏庆明）海南日
报记者4月17日从博鳌亚洲论坛核心服务商和
基建投资商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了解到，中远
海运集团投入近4亿元提质改造了博鳌亚洲论坛
大酒店和国际会议中心，新建博鳌亚洲论坛主题
公园，高标准高质量打造论坛永久会址“升级版”。

据介绍，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和国际会议中
心大修涉及建筑面积达7.8万平方米，其中客房
面积近2.5万平方米，公共区域建筑面积2.8万余
平方米，会议中心2.4万余平方米，共投入3.1亿
元。酒店大堂、3个餐厅和437间客房，国际会议
中心二楼主会场和一楼14间小会议室等得到较
大幅度改造，焕然一新。

此外，中远海运还对东屿岛环境进行了美化
改造，补种各类苗木14.2万盆，12万盆时花在本
届年会期间绽放。同时还完成论坛3家酒店、主
会场等区域灯光增亮、更换，东屿岛远洋大道彩灯
安装工作，让东屿岛夜亮景美，以高颜值迎接年会
到来。

年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就绪

精细服务保障宾至如归
本报博鳌4月17日电（记者苏庆明）博鳌亚

洲论坛2021年年会即将开幕。海南日报记者4
月17日从年会核心服务商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
司了解到，年会接待服务、客房、餐饮、安保等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

在接待服务方面，通过强化培训，着力抓好服
务细节、服务内涵、服务温度、服务深度，不断提升
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国际化“论坛式”服务水
平。组建了政要服务保障团队。61名礼仪引导
员将身着黎锦亮相。

客房方面，论坛3家酒店将有1063间客房投
入使用。为了提升入住体验，697间客房和21个
会议室进行了除霉、除甲醛。

餐饮方面，75套菜单中，每一餐的菜单搭配
都进行整体优化调整，囊括不同国家、地区和国内
各地方菜系，以满足嘉宾的不同饮食需要。同时，
菜单还突出海南特色，椰奶清补凉等20多种海南
本土特色小吃将亮相年会。同时结合博鳌周边地
名特色，菜品还取名为东屿风情、万泉流光等，把
海南饮食文化传统、博鳌风土人情传递给国内外
嘉宾。

安保方面，已确保所有监控设备处于良好状
态，并先后接受和自主开展安全大检查21次。

据了解，为做好年会服务保障工作，中远海运
成立了9个工作组，全面启动“现场协调、应急保
障、VIP代表服务保障、全员参与、考核激励”五大
保障机制，由专门工作组精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共计2086人参与服务保障。

服务 提质

本报博鳌4月17日电（记者王
培琳）4月1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琼海市博鳌镇看到，“支持数字人民
币支付”标语已经在多个商业场景应
用。某特产超市店主徐明说，试用了
一段时间的数字人民币支付，感觉很
方便，即使离线状态也可使用。

据了解，2020年底数字人民币
第二批试点工作在海南正式启动，海
南也是唯一全省试点数字人民币的
地区。

目前，琼海共开通支持数字人民
币消费的商户门店1200余家，该市
充分利用博鳌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
和区位经济条件，重点围绕博鳌各大
酒店、商超以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积极拓展B端商户和C端
用户，各试点商业银行在博鳌镇共开
通支持数字人民币消费的商户门店
70余家。

借助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博鳌国宾馆、博鳌和悦酒店、博鳌机场
和博鳌乐城逸和康养度假酒店等多地
开展场景建设，利用论坛国际影响力，
在博鳌这个对外窗口展现中国科技叠
加金融的成果。

目前，我省数字人民币支付还处
于试点阶段，使用用户须进行白名单
申请，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后即可
使用。

据介绍，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工
作的不断推开，地方政府、人民银行和
相关机构多方发力，共促数字人民币
生态建设，陆续推出数字人民币支付

“消费满减”“红包”等优惠活动，进一
步提升数字人民币的使用频率以及存
量用户的活跃度。工行、农行、中行、
建行以及交行、邮储银行六大行等运
营机构也积极向更广泛的客户群推广
数字人民币钱包。

我省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

数字人民币支付亮相博鳌

4月17日，海南日报
融媒体报道团队在博鳌亚
洲论坛新闻中心录制融媒
体栏目《梦瑜说博鳌》，迎
接年会开幕。

博鳌亚洲论坛2021
年年会于4月18日至21
日在博鳌举行。本次年会
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
治理盛举合奏‘一带一路’
强音”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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