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6月 7日讯 （记者张
期望）6 月 7日，海口卫健委发布通
告，海口已有27个新冠疫苗接种点
可提供康希诺腺病毒载体重组疫
苗，该疫苗为1剂式新冠疫苗，只需
接种1剂即可具备两针剂疫苗保护
效果。

通告明确，进入5月以来，国内多

个省份出现新冠疫情，特别是毗邻我
省的广东省多地出现本土新冠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海口新冠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海口累计接
种新冠疫苗超349万剂次，但接种间
隔≥21天尚未接种第二剂有149320
人。为有效阻断新冠疫情传播，海口
市卫健委提醒，接种间隔≥21天尚未

接种第二剂的市民应尽快携带个人有
效身份证件到海口任一接种点完成第
二针剂的接种。

海口卫健委相关负责人称，与1
剂式康希诺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不
同的是，接种两针剂式新冠灭活疫
苗者，需要打两针才能完成免疫程
序，14天之后才能产生有效的保护

抗体。
目前，除50辆移动接种车外，海

口还设置了178个固定接种点、7个临
时接种点、8个流动组（负责工地、商
场、大学等集体单位26个点位的接种
工作）。27个提供1剂式新冠疫苗接
种点中，秀英区4个，龙华区8个，琼
山区6个，美兰区9个。

海口27个接种点提供1剂式康希诺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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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自贸港 | 海南4项重点人才政
策有何亮点？官方解读来了。

详情请扫描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
电话：0898—12366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网 址 ：http://hainan.chinatax.gov.cn/

陵水黎族自治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以“奋楫争先履职责、砥砺前行担使命”的豪迈气概,持续推进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工作落深落实落细,让“尊崇”之花绽放得更加鲜艳!

强化教育、主动作为、维护权益，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服
务和保障工作。（详情请扫码查看）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南干道文明路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电话：0898-83326861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葛春雪）海南日报记者
6月7日从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以下简称交易中心）获悉，近日海南
自贸港首笔非居民线上交易在交易
中心完成。该笔非居民参与的线上
交易，是两家境外企业通过交易中心
进行的首单业务试点，是落实“非居
民可以参与交易场所的交易和资金

结算”的大胆创新。
5月19日，非居民企业之间将存

储于上海保税区内大宗类商品通过
交易中心进行挂牌交易，标的为
25.105吨A级阴极铜，交易资金通
过海南省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
建行开立的FT存管账户进行结算。
5月28日，参与此次交易的两家境外
企业于上海保税区完成货权转移，并

划付全部货款。在海南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和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
的指导帮助以及海南省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协调配合，该笔大宗商品
类非居民试点交易业务成功完成。

首单大宗商品类非居民交易成
功落地，对我省非居民交易业务开展
进行了有益探索，为进一步完善非居

民方案设计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
省将继续落地非居民交易在不同场
景中的应用，促进海南交易场所非居
民交易高效、便利，助力自贸港交易
场所国际化发展。

作为自贸港非居民业务试点单位，
交易中心秉承务实创新理念，积极落实
自贸港总体规划方案，协同各相关单位
围绕非居民业务前期准备、拟定规则、

拟定品种等方面进行详细推演，并就交
易平台的结算体系、跨境支付、FT账户
等方面同各单位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首单非居民业务的基础上，交
易中心将不断与各相关单位协同配
合，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做好风险把
控，完善业务规则，为海南自贸港贸
易自由便利化和跨境资金流动自由
便利化贡献力量。

海南自贸港落实“非居民可以参与交易场所的交易和资金结算”

首笔非居民线上交易在琼落地

6月7日16时25分，从意
大利米兰出发的中国南方航空
CZ8054 航班降落在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机舱里装载的主
要是原产于意大利和瑞士的美
妆、服饰、箱包等货品。这标志
着南航在海南运营的首条国际
货运定期航线正式开通。

该货运航线开通后，从厂
家集货到机场装运，再到上柜
海南商城，全过程将不超过两
天，将为海南和米兰两地物流
提供快速便捷的空中通道，推
动海南与欧洲的经贸往来。

文/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李红波 张鹏 纪巧珠

图/本报记者 袁琛

米兰-海口“客改货”
国际航线开通

本报洋浦6月7日电 （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李强
林鸿冠）6月6日上午，站在洋浦经济
开发区石化功能区海南炼化100万
吨乙烯项目临时办公楼顶，环顾四
周，占地面积超4000亩的项目工地
上，一幅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地
南片区，220千伏总变电站已完工，
正在进行电缆、仪表箱等安装，其旁
边的110千伏变电站和其他附属建
筑物正在紧张施工中；工地中央高达
80米的动力中心烟囱已封顶，动力
中心的两台超高压燃气锅炉及汽包
已吊装到位。

“目前，整个项目的土建施工已
进入高峰期，进场的建设单位有9
个总包单位21个施工单位，施工人
员达6000多人。”乙烯项目控制部
工程师杨键说，“这还不是最多的，
等到今年第三、四季度进入安装阶
段 ，现 场 施 工 人 数 预 计 会 超 过
15000人。”

为了近距离了解乙烯项目建设
进展，海南日报记者跟随杨键等人
在项目工地转了一圈。“乙烯项目的
主要建设内容为年产 100 万吨乙
烯、年产55万吨裂解汽油加氢、年
产16万吨丁二烯抽提和年产35万

吨芳烃抽提等主要装置，”杨键告诉
记者，此外，还有年产30万吨低密
度聚乙烯（FDPE）和30万吨高密度
聚乙烯（HDPE）装置、年产80万吨
环氧乙烷（EO）和乙二醇（EO）装置
等。整个项目共建设10套生产装
置，配套建设3台220吨/时超高压
燃气锅炉和1台25W抽汽背压式汽
轮发电机组等其他公用工程和辅助
设施。

动力中心一旁是年产100万吨
乙烯裂解装置，记者看到，该生产装
置8台裂解炉钢结构安装完成60%
以上，旁边的4号管廊的混凝土部分

已浇筑完成，下一步将进行钢结构的
安装。

截至目前，项目设计进入详细设
计阶段，设计进度达到67%，项目采
购进度达到33.3%，项目施工进度达
到23.3%，整个项目的土建基础施工
整体完成73%，按照统筹计划，土建
施工要部分完工，腾出工作面，进行
设备安装，为下半年进入无土化安装
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乙烯项目配套码头也
在加班加点建设。“按施工节点要求，
乙烯生产装置的最早一批塔器设备
将于今年7月底到达，需要从4号的

杂货泊位吊装上岸，因此，施工单位
正在全力以赴加快建设4号泊位。”
杨键说，

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及炼油
改扩建工程项目是我省和中国石化
集团的重点工程项目，投资概算
280.79亿元，竣工投产后，将直接拉
动超1000亿元的下游产业，对于助
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

据海南炼化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今年5月底，整个项目累计完成进
度投资 99.63 亿元，占批复总投资
280.79亿元的35.48%。

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

施工热火朝天 建设快马加鞭

海口琼山区招聘10名
政务服务体验员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近
日，海口市琼山区拟向全市公开选聘10名政务服
务体验员，其中企业体验员5人、媒体和个人体验
员5人，此举旨在完善琼山区营商环境监督机制，
强化社会监督，构建规范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助
力打造海南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

据悉，“政务服务体验员”工作职责包括对琼
山区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等相关事项
进行深度体验；广泛收集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建
议，对琼山区政务服务中涉及的各项工作进行评
价，每月提交1份政务服务体验报告；针对该区办
税环境进行深度体验；围绕企业开办及企业办理
各项业务方面进行深入体验；收集市场主体和社
会各界在项目落地、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存在的
意见建议，对损害全区营商环境问题线索进行监
督反馈等。

有意人士可在6月18日前通过组织推荐或个
人自荐，其中个人自荐由符合条件的人员在琼山区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下载并填写报名表，发送至该区
优化营商环境办公室邮箱qsqyshj@163.com。

昌江举行2021芒果采摘节

山海黎乡 芒果飘香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赵优 刘婧姝 通

讯员李艺娜）6月5日-6日，由昌江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主办、昌江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承办的“芒果飘香，昌江风情”2021昌江芒果
采摘节在昌江举行。两百多名游客走进昌江，品
尝芒果浓郁鲜香，感受纯美的黎家风情。此次活
动为2021年（第九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活动
之一。

活动由“芒果采摘游”“芒果丰收游园会”“芒果
在线嘉年华”三大部分构成，挖掘昌江“旅游+文
化+农业”跨界产业亮点，营造昌江“夏日芒果香”
魅力，做大做强“山海黎乡·纯美昌江”旅游品牌。

昌江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昌江旅游资源
丰富，黎族文化保存较好，希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芒果采摘活动，打造昌江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
发展昌江芒果农业经济，让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手段，让更多农户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顺丰海南国际生鲜港项目
预计今年11月投产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记者张期望）6月 7
日，记者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海口江东新
区首个社会投资物流产业项目——顺丰海南国
际生鲜港项目工程量已完成90%，将在今年11
月投产。

顺丰海南国际生鲜港项目位于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东侧，总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规划
建设全自动分拨、智能仓储、高标冷库、综合配套
等产业载体，将以智能标准化的物流仓储设施、
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及一站式商务生活配套
服务来满足区域内广大客户仓储、办公需求，服
务于贸易商品存储与流通，协助建立高效智慧物
流与供应链服务体，致力于打造成为海南省临空
产业发展平台。

据悉，顺丰海南国际生鲜港是海口江东新区
首个社会投资的物流产业项目，借助美兰国际机
场航空枢纽优势，结合顺丰航空运力资源，重点发
展冷链物流，有助于促进海南与国内外在医药、生
鲜、水果等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4.6亿元，年度税收贡献5000万元，预计
带动就业2000人。

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11日启幕

潮集琼州 与粽不同
本报定城6月7日电（记者叶媛媛）吃海南

粽子，品海南味道，听海南声音。6月11日—6月
13日，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将在海口新城吾悦
广场启幕。在展销会现场，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品
尝购买到儋州、琼海、万宁、定安等地的特色名粽，
多家特色食材及美食产品企业还将拿出诚意满满
的“代表作”，与食客们共襄盛宴。

据介绍，海南端午名粽展已连续举办五届，今
年是第六届。本届名粽展将以“潮集琼州·与粽不
同”为主题，活动为期三天。届时现场将结合传统
端午佳节特色，设置海南名粽展销会、“粽”耀好声
音演艺活动、名粽DIY体验等配套活动，烘托端午
佳节浓厚气息，带动海南端午旅游消费市场发展，
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场“与粽不同”的端午文化
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