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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马珂）9月
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第五届海南国际健
康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获悉，2021第五
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将于11月12-
14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正式举行。

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健博
会）始办于2017年，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四
届。该会展聚焦健康产业热点领域，是符合
我省十二大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专业展会。

本届健博会的亮点颇多。届时将举办
30多场专业论坛，有6000多名国内外代表
汇聚海南，共同探讨海南健康产业新发展。
健博会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国家免疫策
略研讨会暨第七届世界公共卫生联盟亚太
区公共卫生大会预备会、全球肿瘤创新治疗
高峰论坛、创新疫苗研发与应用高峰论坛等

多个专业分论坛。
此外，四大主题馆、吸入式新冠疫苗、流

动应急智能中药房成为展会新亮点。本届展
会将使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1—4号展馆，展
览面积达4.5万平方米，设置了创新药械及保
健品、医疗旅游、中医中药、高端涉老、健康生
活等展区。为提升健博会专业性，今年2号馆
设置了创新药品及医疗器械专业展览，展览
面积1.3万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全球首款
吸入式新冠疫苗将在2号馆亮相，观众可现场
体验吸入式新冠疫苗。科技为中医药赋能，
也是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

活动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集团）、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海
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农工民主党海南
省委员会联合主办。

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11月举行

吸入式新冠疫苗将亮相

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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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9月14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外知
识产权保护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成立，
首批吸纳了21家会员单位，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中国办事处顾问吕国良等11名
专家担任首批联盟专家委员会成员。

联盟旨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
用，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抓住三亚
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建设的契机，汇聚
高端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资源，聚焦
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参展及产品布局
等环节的知识产权风险，提供有针对性
的服务，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
范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

日常工作中，联盟将聚焦七方面的
工作：一是为联盟成员搭建知识产权信
息平台，提供技术、经营的交流与讨论，
推动联盟成员间合作；二是搭建专业交
流平台，筹划知识产权沙龙、培训等活
动，建立与多方位主体长期合作的机
制；三是搭建海外知识产权专家智库；
四是通过专利信息分析与利用手段，围
绕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建立专利风险预
警体系，培育和加强海南企业在拓展海
外市场业务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控
制能力；五是建立知识产权创业帮扶制

度，针对知识产权全类型全链条，聚焦
南繁产业和深海产业民用市场化产品
和技术，开展相关的保护经验交流，支
持联盟成员进行涉外知识产权维权、对
重点侵权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六是推动
联盟成员间专利技术的合作机制，形成
产品周期全覆盖布局的优势专利组合
包，构建联盟“专利池”；七是建立联盟
成员企业价值链一体化连接，实现联盟
内部供应链同步管理流程，形成将培育
实施标准的专利贯穿联盟产业链，并通
过团体标准的实施，共同筹划和参与行
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建设。

当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正在稳
步推进知识产权特区建设，今年5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建设“中国
（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这是国
家知识产权局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批
复建设的首家保护中心，也是全国第
一家面向海洋和现代化产业开展知
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保护中
心，该中心建成后将大幅缩短专利审
查周期，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平均
20个月缩短至3个月，使技术创新快
速转化为专利，迅速形成产业的技术
创新优势。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成立

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能力

本报洋浦9月15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智）
9月13日上午，由海南巴陵石化新材
料有限公司投资的年产17万吨苯乙
烯类热塑性弹性体项目开工建设，预
计到明年年底试车投产，洋浦烯烃产
业链不断延长，下游产品进一步丰富。

据了解，巴陵石化年产17万吨苯
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项目是2020年
海南自由贸易港第四批签约的重点项
目之一，总投资23.5亿元。主要建设
一套年产17万吨苯乙烯类热塑性弹
性体生产装置，包括了聚合、精制、助
剂配制、后处理等单元，以及辅助生产
设施和配套公用工程。

该项目于今年3月13日开始进场，
仅用1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场地平整工
作。7月起，项目开始地管安装，9月13
日全面开工建设。预计到明年3月开
始设备安装，明年年底全面试车投产。
项目建成后，年均销售额将达到22.8亿

元，年均缴纳税费1.8亿元。该项目毗
邻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可充分
依托海南炼化现有的公用工程及辅助
生产设施，主要原料通过管道输送至生
产装置，原料运输成本低。

据海南巴陵石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康铮介绍，该项目生产的产品
有60%销往欧洲和东南亚，可以享受
到海南自贸港的相关税收政策的红
利，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据悉，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具有
良好的拉伸强度和弹性，耐摩擦性能优
异，且价廉物美，主要用于胶鞋、改性沥
青、合成树脂改性剂和黏合剂等，其中
80%左右消费量用于制鞋、道路沥青改
性、共享单车、玩具等民生领域。

烯烃是洋浦重点打造的石化产
业。近年来，洋浦利用油气产业上游
资源和自贸港政策优势，规划建设石
化新材料产业园，并聚焦可降解塑料
等石化新材料项目进行精准招商。

年产17万吨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项目开工

延长洋浦烯烃产业链

本报西安9月15日电（特派记
者王黎刚）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式15日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海
南体育代表团在旗手、东京奥运会铜
牌获得者毕焜的率领下，第21位出

场。在此前结束的比赛中，海南团已
经获得了3金1银。

本届全运会，海南选手参加冲
浪、帆船帆板、举重、跆拳道、拳击、田
径、高尔夫球、沙滩排球、乒乓球、武

术散打、蹦床11个竞技体育项目，以
及桥牌、围棋和足球等10个群众体
育项目。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项目中，
毕焜以绝对优势获得了男子帆板
RS：X级冠军，邱灼和黄莹莹分获男

女冲浪短板冠军，黄一格赢得了男子
冲浪短板亚军。全运会正式开幕后，
海南混合帆船470级队、海南高尔夫
队、跆拳道队、沙滩排球队、举重队都
有望争夺奖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西西安开幕

海南体育代表团闪亮登场

本报西安9月15日电（特派记
者王黎刚）开幕式后，第十四届全运会
大戏正式上演。目前，海南团正在加
紧备战，力争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其中，举重比赛将于9月16日
15时在陕西省渭南市体育中心体
育馆开赛，海南女子举重队49公斤
级选手邓小芳将参加该级别的竞
争。15日，邓小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力争在比赛中发挥出最好水平，
不留遗憾。

全运会沙滩排球赛17日在陕西

省渭南市开赛，海南沙滩排球队正抓
紧赛前的最后时间，进行适应场地的
训练。海南沙滩排球队共有2对选
手参加男子成年组比赛，分别是常俊
凯/翁先武、陈秀峰/秦成达；两对女
子选手参加成年女子组比赛，分别是
林美媚/谢虹、黄春妹/韦超寒。

据了解，海南沙滩排球队全运会
最好成绩男女均为第5名，展望本届
全运会，海南沙滩排球队力争闯进4
强，实现新突破。其中，海南女队的林
美媚/谢虹被列为本次比赛的5号种子

选手，她俩这两年在国内比赛中多次
进入4强，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

田径比赛将于9月20日在西安
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海南田径队已
抵达西安赛区，入住运动员村。海南
田径队领队徐剑表示，队员们正在加
紧备战，力争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本届全运会田径比赛，海南队共
有17名选手参加，其中，男子选手6
人，女子选手11人。100米短跑是
田径比赛中的“重头戏”，海南短跑选
手江亨南有望进入男子百米决赛。

江亨南2019年入选国家田径队，参
加了多哈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
比赛。江亨南说，一切要看临场发
挥，只要自己能跑出10秒22以内，
进入前八名的希望很大。

海南女子七项全能选手周晶晶
最近两年进步较快，有望冲击奖牌。
据了解，2015年5月12日，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时年17岁的周晶晶代表
国家队登上了首届亚洲少年田径锦
标赛的冠军领奖台，曾在2020年全
国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亚军。

全运会竞赛大戏正式上演——

海南举重选手邓小芳今日出场

本报北京9月15日电（记者昂颖）9月
15日上午，2021年（首届）中国青年梦想季
启动仪式暨“百万青年看自贸港”系列活动
云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青年梦想季由中青报、团省委、省
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和省旅文厅共同
举办，以“青春华章·筑梦未来”为主题，旨在
通过打造“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梦大
道”青少年动员引领服务平台，集结全国青
年组织和青年创新创业资源，充分发挥青年
组织的动员优势和引领服务职能，吸引全国
乃至国际青年到琼就业创业，提供优质、高
效、有针对性的成长成才和事业发展服务，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动能。

2021年（首届）中国青年梦想季以“筑
梦大道·百万青年看自贸港”主题活动、“海
南自贸港·中国青年发展高端峰会”和共建

“筑梦大道·中国青年厅”三大活动为主要内
容，在接下来3个月的时间里，将陆续举办

系列青年梦想活动，为“青年种子”培育就业
发展“沃土”，并通过分享和传播自贸港建设
成效，辐射影响全国乃至全球青年。

云发布会当日同步启动“海南自贸
港·中国青年云客厅”，将发起“梦想大讨
论”等活动，推出“筑梦自贸港”系列微视
频等，促进各领域青年及青年组织交流协
作，全方位服务青年成长成才，逐步扩大
自贸港青年朋友圈。

作为“百万青年看自贸港”系列活动之
一，中国青年梦想季“筑梦大道·中国青年训
练营”报名工作也于当日启动。活动将于
11月份举办，面向全国征集青年设计师、研
学专家、编剧导演、网络主播和青年创业者
等优秀青年代表作为“未来梦想家”，为自贸
港建设贡献青年智慧与力量。有意参与者
可通过中国青年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后
续活动发布及咨询请关注中国海南自贸港
青年筑梦大道微信公众号。

首届中国青年梦想季启动

吸引更多青年到自贸港筑梦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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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业

本报海口9月 15日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李生东 杨俊美）9月15日，“海南省
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研讨会在海口
举行。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海南气候高温高
湿，容易出现建筑“裂漏渗”等质量问题，推
广“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简称IDI
保险），可以更好地解决建筑工程领域“修复
难、赔偿难、追责难”等问题，更好地维护广
大业主的权益。

据介绍，今年2月，海南发布了《海南省房
屋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细则（试行）》
及其配套文件，海南IDI保险目前已落地3
单：儋州市美林子悦府项目、儋州市鸿基湖畔

新城项目、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一
市政工程项目。这3单IDI保险的落地，为海
南推行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进行了探索。

虽然海南对IDI保险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和试点推广，但IDI保险在海南依旧处于
起步阶段，险种制度发展仍需进一步完善。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孝京表
示，下一步海南将结合建设自贸港的大背
景，鼓励保险公司根据海南实际研发新的保
险产品，激励企业投保IDI保险。进一步引
入社会力量参与建筑行业管理，发挥市场机
制的经济制衡作用，促进建设单位落实质量
主体责任，推动海南建筑业管理改革创新。

“海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研讨会举行

探讨解决建筑工程修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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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讨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邱江华）9
月15日，由海南省外事办公室、韩国济州道
文化体育对外协力局、海南省旅文厅联合主
办的海南黎锦传统工艺—韩国济州传统服
饰和天然染布线上交流会在海口举行。海
南有关部门负责人、韩国济州道有关部门负
责人及相关工艺大师参会。

据了解，海南黎族织锦至今已经有三千
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棉纺织品，被称
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2006年，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09年10月，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急需保护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济
州的传统服饰和天然染布也有着悠久的历
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流会上，海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传承人、海南国兴中学教师陈丹，韩国成均
馆大学时尚服饰学博士、济州真姬葛衣董事
申惠善分别就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济州
天然染布工艺进行了说明和展示。大家表
示，近年来海南与济州道的交流与互动日益
频繁，两地友好合作关系持续深化，希望借
助本次线上交流会，进一步弘扬两地的传统
文化精髓，让古老灿烂的海南黎锦和济州染
布工艺在未来继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海南黎锦传统工艺—韩国济州传统服饰和天然染布线上交流会举行

弘扬两地传统文化精髓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文化交流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 徐慧玲）日前，
三亚发放“数字人民币 天涯任我游”红包，
标志着三亚市数字人民币红包消费体验活
动开启。此次活动面向符合条件的三亚居
民、非居民、游客，通过抽签发放数字人民
币红包总计1000万元。中签用户可以使
用数字人民币红包在三亚指定线下商户进
行消费。

“这是您抽中的‘中小椰’玩偶。”海南日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使参与者更好地了
解并体验数字人民币带来的便捷和优惠，多
家银行都准备了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活
动。作为试点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推出了一分钱抽奖活动，参与人仅需使
用数字人民币钱包支付一分钱，就可以玩扭
蛋机、兑换精美礼品。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
数字人民币、使用数字人民币。”海南中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他们还叠加五重好礼，符
合条件的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消费
时，可在使用红包的同时享受叠加优惠。

据悉，本次活动将向成功预约报名并中
签的消费者发放约2.8万份数字人民币消
费红包。红包分为200元、500元、800元
三档，可在三亚市内近2000家涵盖食、住、
行、游、购、娱的指定商户无门槛消费。

三亚发放1000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
发放约2.8万份，最高800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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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红利

海口江东新区
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本月底完工

9月13日，在海口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工人正在进
行绿化种植工作。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99.5％，预计9
月底完工。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服务范围为三江口国际文化交往组团及
滨江国际综合服务组团，服务总流域面积26.7平方公里。建成后
日处理污水达到1.5万吨，将彻底解决收纳范围内的生活污水问
题，提升区域生活质量，处理后的水质能达到国家地表水标准。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9月15日，海南体育代表团在入场仪式上。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摄 海南运动员向观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魏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