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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进出口总值 40.06亿元，同比增长 7.59倍，比去年全年多出 18.02亿元

经营总收入 390亿元，同比增长83倍

完成税收 2.46亿元，增长60倍，比去年全年多出 1.44亿元

工业总产值 1.55亿元，同比增长 5.8倍

到位外资0.58亿美元

今
年
一
月
至
四
月

洋
浦
保
税
港
区

截至今年5月25日

累计注册企业 1230家

今年以来注册企业585家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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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看点

漫读袁隆平的
一生“稻”路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春媚）江山思国士，人去稻田丰。5月26
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联合推出
创意条漫《袁隆平的“稻”路》。

以袁隆平漫画形象为主，回顾他平凡而伟大
的一生，向国之脊梁袁隆平院士——夜空中闪亮
的“星”，致敬！据悉，该产品推出后，阅读量已突
破10万。

⬅扫码查看条漫
《袁隆平的“稻”路》

⬆条漫《袁隆平
的“稻”路》封面图

本报博鳌5月26日电 （记者
袁宇）海南省中医院和博鳌超级中
医院日前签约共建医联体，围绕技
术指导、规范诊疗、双向转诊、人才培
养、资源共享、医院宣传等方面开展
紧密合作。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
26日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局获悉的。

据介绍，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
专业优势，共享学科建设、临床医疗

和技术应用等资源。海南省中医院
支持博鳌超级中医院开展慢性病和
健康管理特色项目，并筛选适宜的
科研项目，指导博鳌超级中医院实
施并推广，同时定期派驻专家到博
鳌超级中医院开展坐诊、查房、讲课
等，相互促进医疗技术整体水平提
高，推动医联体的共同发展、共同繁
荣。海南省中医院将借助博鳌超级
中医院享有的乐城先行区真实世界

研究政策及其完善的中医药服务运
营体系优势和中医药国际贸易窗
口，加速海南本土特色的中医药技
术与成果转化，让海南特色中医药
更多、更好地惠及国人，共同推动中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刘哲
峰表示，借助乐城先行区的政策利
好，将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无限可
能，双方合作在乐城先行区碰撞出

中医药的火花，也将实现海南中医
药领域抱团发展，在乐城先行区打
造辐射东南亚、一带一路的中医药
服务平台，以此促进境外医旅人士
的中医药消费引流。也希望合作能
促进中医药制剂良方研发转化和中
医药人才高级职称评定落地，并通
过利用真实世界研究平台加快中医
药研究转化应用，为中医药有效性
和安全性提供有力证据。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柴
文娅）为加快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5月25日下午，
海口市秀英区西海岸国际文体产业
集聚区启动仪式暨招商推介会在亚
特（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正式
授牌建设西海岸国际文体产业集聚
区，包括五源河音体城、创意媒体直
播产业基地、华侨城·海口创意文化
园、跨境文化产业基地。同时，9家

企业签约入驻园区。
据介绍，秀英区正全力打造西

海岸国际文体产业集聚区。该聚集
区依托五源河湿地公园的自然环境
优势，以五源河文体中心、优客工
场、华侨城、珈宝广场等为载体，着
力打造体育赛事、文化演艺、旅游商
贸、观光休闲、时尚娱乐、艺术展示
等多元业态，进一步做大做强文化
旅游产业，提升文化旅游影响力。

活动现场，北京京奇非凡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侨城当代
艺术中心、海南全民狂欢影业有限
公司、北京华夏龙情文化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京奇非凡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奇门遁甲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环球视觉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长信文化传媒控股
集团、海南磅礴体育赛事服务有限
公司等9家企业签约入驻园区。

秀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以来，该区围绕产业升级，打造
西海岸总部经济经济区、形成西海
岸国际文体产业集聚区、临港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游艇产业集聚区，不
断为自贸港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未来，秀英区将继续着眼于高品质
产业形态的培育，立足于秀英区丰
富的资源禀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导向，促进公共服务与产业发
展互融互补，为企业入驻运营发展
提供优质服务。

屯昌将环评审批环节前
置，减少企业投资成本

政府靠前服务
企业放心舒心
■ 本报记者 谢凯 曾毓慧

特约记者 邓积钊
通讯员 林小丹

“政府服务靠前，帮助我们提
前预想问题，这块地选对了。”5
月25日，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的
屯昌县崂滨精酿啤酒厂项目负
责人苏建南说，在项目建设前
期，多亏了政府部门将环评审核
前置，提前介入服务，帮助他们
进行项目选址，减少了项目选址
因环评不达标而产生的非必要
投资成本。

崂滨啤酒厂项目是屯昌优化
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屯
昌县大力推行项目代办制改革，通
过缩短项目审批周期、政府部门提
前介入、提前告知、多部门联合会
审等方式推动招商投资项目快速
落地，早日建成投产，早日见效益。

从项目建设角度看问题是屯
昌县优化营商环境的发力点和着
力点。

“从项目准入开始，提前考虑
到阻碍项目建设、拖慢进度的问
题。”屯昌县发改委主任李恺介绍，
屯昌以县发改委为牵头单位，优先
把好项目准入关，其次衔接会同好
各职能部门，将招商引资、政府投
资等项目按行业分类，根据工作程
序让行业主管部门提前介入，提前
服务，实现项目建设从前期开始就
加速“跑”。

“崂滨啤酒厂项目批准进入我
县时，县发改委就及时向我们征求
环境准入的意见。”屯昌县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陈彦奋向海南日
报记者介绍，屯昌创新性把环评审
批手续前置，把以往企业选址后再
寻找第三方制作环评报告等繁琐
环节去除，职能部门在项目准入
前，提前组织专业人员帮助企业选
址，提供符合环评的选址方案供企
业选择，在进行现场勘查后出具预
环评函等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帮助
企业少走弯路，加快项目落地，减
轻投资成本。

陈彦奋还介绍，黑猪产业是屯
昌的特色产业，黑猪养殖企业在落
地时，因环评问题多次改址，环评
审批手续的前置让这类企业享受
到了改革的便利，助推屯昌黑猪产
业发展。

已在屯昌布局多个黑猪产业
链项目的屯昌天之虹生态农牧有
限公司负责人邓磊对此感受颇深：

“环评审批前置帮助我们有效解决
选址的烦恼，再不用因选址问题多
次跑，甚至可以做到将需求告知政
府部门，他们就会提供选址方案供
我们选择。”

实施代办制改革以来，屯昌已
与各委托单位签订了50个项目代
办委托书，委托代办可研、“三证一
书”、环评、施工许可等前期审批事
项共160个，部分项目审批的初概、
招标可在1-2天内办结，各项目审
批手续的时速均有较大提升，政府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数据显示，2020年6月1日至
今，屯昌全县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219户，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红
利初步显现。

（本报屯城5月26日电）

“海南鲷”品牌推介会
走进全国多地
签下多个采购意向协议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孙洁）为促进罗非
鱼内销转型，海南自贸港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海
南鲷”品牌推介会自今年3月起陆续在全国多地
举行，一批“海南鲷”生产企业与餐饮连锁企业集
团签下采购意向协议。

近日，海南自贸港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海南
鲷”品牌推介会在海口举行，获得“海南鲷”认证
的海南水产企业现场推介产品，与会人员品鉴以

“海南鲷”作为原料的深加工产品，如酸菜鱼、糟
粕醋红鱼、小酥鱼。此前，“海南鲷”品牌推介会
陆续在北京、成都、重庆、昆明等地举行，3家“海
南鲷”生产企业与省外4家餐饮连锁企业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和采购意向协议，采购意向金额
为7000万元。

据了解，海南罗非鱼90%以上出口，因优良
品质获得了美国和欧洲市场的认可。近年来，罗
非鱼出口遇到贸易摩擦、汇率变化和航运成本增
加等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去年，省商务厅联合
海口海关、省市场监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
积极落实国家稳外贸和促进出口转内销的工作要
求，推进实施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工程。针对
罗非鱼在国内市场没有品牌和认知度低的困难，
我省相关部门支持行业协会和企业建立了“海南
鲷”标准认证体系，内销与出口欧美市场达到“同
线同标同质”要求的罗非鱼可以认证为“海南鲷”。

目前，我省已有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
司、海南远生渔业有限公司、海南蔚蓝海洋食品有
限公司、海南莱克食品有限公司、海南新台胜实业
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产品获得“海南鲷”认证。

第三届海南省专利奖
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祝斌 王忆桃）
日前，省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第三届海南省专
利奖授奖的决定》，授予“高光学纯度反式-右旋
奥沙利铂冻干粉针剂及其制备方法”等4项发明
专利为第三届海南省专利金奖，“清热利湿颗粒的
制备方法”等8项发明专利为第三届海南省专利
优秀奖。

据了解，海南省专利奖评奖坚持以促进专利
转化实施运用为导向，对专利质量高、转化运用突
出、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的专利，优先给予表彰和
奖励。目前已组织开展了3届评选活动，共评出
专利金奖12件，专利优秀奖24件，表彰了一批为
促进创新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利权
人和发明人（设计人），促进了我省自主知识产权
数量与质量的提高。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省战略，大
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鼓励发明创造，促进专利技
术实施和产业化。海南省专利奖评选将进一步突
出高质量发展要求，发挥专利在保障创新、激励创
新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
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工作
水平。

本报洋浦 5月 26日电 （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
王冠丽）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
充分利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
出口管理制度、加工增值规则、不
禁止区内设立营业性商业设施等
自贸港政策，引进一批高质量、高
附加值、高显示度的项目进驻。截
至今年5月25日，洋浦保税港区累
计注册企业 1230 家。其中，今年

以来注册企业585家，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长约 23倍，注册企业数量
快速增长，产业更加聚集，产业业
态更加丰富。

5月20日，位于洋浦保税港区
4号标准厂房的中质猎鹰智能检测
技术研发与应用基地项目建成投
产，开创了洋浦智能制造中气爆震
源设备、地震传感器制造产业的先
河。在此之前，国药大健康消费精

品“跨境+零关税”新零售项目、澳
斯卡国际粮油包装生产线、玉玲珑
琥珀和田玉高端旅游消费品展销
店等项目已相继建成开业，这标志
着海关总署赋予洋浦保税港区独
有、全国唯一的不禁止区内居住及
设立营业性商业设施政策正式落地
实施。

目前，洋浦保税港区已形成签
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好

发展态势。
据悉，洋浦工委管委会积极落

实早期安排，充分利用自贸港政策，
同时利用加工增值规则，针对冷链
物流、高端旅游消费品加工、跨境电
商等重点产业进行精准招商，通过
发展“加工增值规则+不同产业业
态”，进一步夯实洋浦保税港区产业
基础，为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样板
间”、烧开洋浦保税港区“这壶水”注

入强劲动力。
据统计，今年1月至4月，洋浦

保税港区完成进出口总值40.06亿
元，同比增长7.59 倍，比去年全年
多出 18.02 亿元；经营总收入 390
亿元，同比增长 83 倍；完成税收
2.46亿元、增长60倍，比去年全年
多出1.44亿元；工业总产值1.55亿
元，同比增长5.8倍；到位外资0.58
亿美元。

省中医院和博鳌超级中医院共建医联体
共享学科建设、临床医疗和技术应用

洋浦保税港区针对跨境电商等重点产业精准招商，今年引进585家企业

产业更聚集 业态更丰富

海口西海岸国际文体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
9家企业签约入驻

本报文城5月26日电 （记者
李 佳 飞 通 讯 员 陈 鹏 任）5 月 26
日，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
了第一张“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
阶段”施工许可证，标志着文昌市

“三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办法正
式实施。

“三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办法
是文昌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
之一，即：允许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情
况，自主选择分“基坑支护和土方开
挖”“地下室”“±0.000以上”三个阶
段分别申报施工许可。此举有效解
决了房屋建筑工程因前期手续繁
杂、耗时长而无法及时动工的问题，
基本实现“拿地即开工”。

海南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是文昌市首个取得“基坑支护和土
方开挖阶段”施工许可证的业主单
位。该公司于5月25日通过海南政
务服务网提交了“基坑支护和土方
开挖阶段”的施工许可申请，文昌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26日上午即为其
办结发证。

“分三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对
我们企业来说简直是大大的利好，

省下的一两个月时间那都是真金白
银！”海南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韩琪表示，项目在规划
报建阶段常常要进行多次方案调
整，之前因此拿不到施工许可证，
连基坑开挖都不行，对于建设项目
业主而言，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偿贷
压力，被迫闲置的两三个月，损失巨
大，现在就好了。

文昌核发首张“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阶段”施工许可证

拿地即开工

5月25日，在位于海口国兴大道的全球贸易之窗写字楼，入驻企业的员工在办公。目前，全球贸易之
窗已经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459家企业入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459家企业入驻
全球贸易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