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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柳昌林 周慧敏）
9月5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对外宣布，海南长臂猿喜添两只婴猿，海
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至35只。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黄金城表示，海南长臂猿喜添婴猿，表明
海南长臂猿繁殖状况良好，海南长臂猿
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在稳步改善，海
南热带雨林等自然生态空间得到修复和
扩大。

海南长臂猿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灵长
类动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
臂猿仅存不到10只，是世界上濒危程度
最高动物之一。

为保护海南长臂猿，海南于1980年
建立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1988年，
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提升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面积扩大到66.26平方公里，同
年海南长臂猿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正式启动，海南长臂猿的原始栖
息地得到更加有力的保护。

海南通过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开展栖息地修复、大
面积种植长臂猿喜食的乡土树种等尝
试，使海南热带雨林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和恢复。

今年55岁的王进强，是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
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每个月他和队员
都要在山里住上5天，跟踪监测这些雨林

“精灵”。
他们通常凌晨4点起床，天亮之前

就得赶到监听点，一路追寻着高亢清亮
的猿鸣，统计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记录
其生活习性等信息，并拍摄照片和视频。

国庆节假期期间，王进强带着10多
名工人进山，种植长臂猿喜欢采食的树

种。今年7月下旬至今，他们已种植树
苗约1万株。

“这一方面是对热带雨林进行生态
恢复，另一方面通过人工干预扩大海南
长臂猿栖息地，有利于它们更好繁衍。”
王进强说。

海南长臂猿的保护案例，也是生物
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的典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园
处负责人洪小江说，国内外大量科学研
究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的决策起到了指导
作用。多年来，本地和国际研究人员直
接参与了长臂猿生态学等关键课题的研
究，如保护生物学、栖息地测绘、监测和
修复研究，以及社区共管机制研究。

黄金城表示，围绕海南长臂猿种群
数量十五年翻番的目标，海南将继续实
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建设、长臂猿喜
食植物种植等工程。

海南长臂猿案例
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智慧”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陈蔚
林）10月16日上午，2021年海南自贸港
大讲堂（第12场）在海口举行，复旦大学
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
维为应邀作专题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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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讲座中，张维为以《中国崛起、中国
话语及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为主题，梳
理了中国通过四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突破过程，从“高铁

之争”“疫情叙事之争”“政治范式之争”
“民主制度之争”“政党制度之争”“成功
标准之争”等不同角度和详实案例切入，
分享了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考，
强调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打出来自官方、
学术、民间和国际的“组合拳”，构建起全
面、透彻和强势的中国话语体系，在深化
国际传播实践中探索研究外宣理论，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真实、
立体、开放的大国风范。

听讲人员普遍认为，讲座既有理论高

度，又有实践深度，既有鲜活的案例事例，
又有深邃的思想感悟，内容丰富、通俗易
懂，帮助大家从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进
展成效中进一步深化了规律性认识，从
认清形势任务中进一步增强了做好国际
传播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从而对构建
中国话语体系，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能
力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本场大讲堂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主会场设在省委党校新校区，各市县和
洋浦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2021年海南自贸港大讲堂（第12场）举行
沈晓明冯飞毛万春李军参加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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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吴
子怡 实习生孙绮睿）今天的投资结构
就是明天的经济结构。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我省抓好
有效投资，精准招商引资，加强产业项
目的谋划储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攒
后劲、续动能。目前，全省储备计划于
2022年新开工、总投资30亿元以上的
项目32个，估算总投资4047亿元。其
中产业项目 24 个，项目个数占比
75%；估算总投资1552亿元，总投资
占比38.3%。

“4·13”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已牵

头成功举办十五批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开工项目1817个，总投资7241亿
元，其中产业项目587个，总投资4109
亿元，占比57%。通过密集举办项目
集中开工，各级政府抓项目促投资的
能力大大提高，全省形成了“抓大项
目、大抓项目”的工作氛围，投资结构
进一步优化，投资增速持续回升，有效
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和房地产调控对
我省经济带来的双重不利影响。

今年，省政府印发实施《海南自由
贸 易 港 投 资 新 政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3年）》，明确抓好招商引资

和精准有效投资作为党政“一把手”工
程。省发展改革委会同各职能部门，
积极对接央企在琼投资，“十四五”期
间央企在琼投资10亿元以上的意向
性项目52个，估算总投资7626亿元，
其中“3+1”产业项目31个，项目个数
占比60%，估算总投资2165亿元，总
投资占比29%；基础设施项目21个，
项目个数占比21%，估算总投资5461
亿元，总投资占比71%。

抓投资对补齐全省基础设施短板、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起到积极关键作用， 下转A02版▶

我省储备明年新开工、总投资30亿元以上的项目达32个

项目储后劲 发展攒动能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袁
宇）10月16日，国家药监局海南真实
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年会
暨临床研究、评价与转化监管科学峰
会在海南海口举办，开幕式上，国家药
监局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
点实验室宣布正式落成。

今年2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国家
药监局关于认定第二批重点实验室的
通知》，正式批准设立国家药监局海南
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
室。此次，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受聘
为该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
主任、海南省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院副院
长孙鑫受聘为该重点实验室主任。

据了解，该重点实验室以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为依托单位，由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博鳌超级医院、海南博鳌乐城先
行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三家单位
共建、共管、共享，旨在“立足海南、辐射
全国”，以博鳌乐城先行区为试验田，创
新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践，形成具有海
南自贸港特色的系列研究成果，为我国
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领域形成领先
优势提供有力技术支撑。省药监局局

长朱宁介绍，重点实验室将以国家药
械监管科学发展目标为导向为科学监
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大会还揭牌成立了感染性疾病、肝
胆胰疾病、医学检验、眼科、呼吸系统疾
病、肿瘤疾病真实世界数据研究联盟，
共同促进相关学科领域内科学及真实
世界数据研究生态系统的建立。大会
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眼科药械研究
和评价重点实验室与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
点实验室签约，约定协同建设全国领先
的专业性和研究型重点实验室。

国家药监局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落成

共同构建医药产业发展新引擎

本报洋浦10月16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润彩）
10月15日下午，“海南自贸港—西部陆
海新通道多式联运专列（粮油）”从洋浦
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发运，标志着海南
自贸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物
流新通道正式启动，洋浦经北部湾链接
内陆的多式联运体系取得跨越式发展。

据介绍，该专列是由海南港航物
流联合广州中远海运物流、中铁铁龙
和海南集运共同打造的“海南自贸港

—西部陆海新通道”粮油罐式集装箱
专列，是多式联运业务上新的示范工
程，为本地企业降本增效，改善地方营
商环境，增强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市
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动力。

此次多式联运专列的发运成功，意
味着通过物流供应链“侧推”产业链在
海南自贸港取得新成效，对于助力海南
自贸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现代物流赋能产业充分
利用陆海联运参与西部开发建设，为企

业提供新的运输物流模式，提高企业运
输效率，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海南港航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阿勇表示，公司未来将推动多式联运
专列规模化和常态化，在多式联运基
础上打造“O2O”模式，即线下封闭化
管理，线上透明化和可视化，为下一步
供应链管理的提升及发展，和供应链
金融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为洋浦在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政策压力
测试，做好数字化的辅助支撑。

海南自贸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物流新通道正式启动

海南自贸港首趟多式联运专列发运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李艳
玫 周晓梦 通讯员黄倩 李映君）进入10
月，海南逐步进入旅游旺季。10月16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内多家免税店获悉，各
免税店相继推动内容丰富、折扣优惠的促
销活动，加之中国旅游集团旗下中免海南
离岛免税年终盛典拉开帷幕，旨在让游客
尽情享受离岛免税购物的乐趣。

“没想到国庆节后海旅免税城还有
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差不多等于专
柜价的4折！”10月16日，来到三亚海旅
免税城购物的游客孙女士感慨。三亚海
旅免税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即日起三亚
海旅免税城开启三重福利购活动，为即
将到来的“双11”预热。目前，三亚海旅
免税城已经引进了720余个国际品牌，

其中有160多个品牌是首次进入离岛免
税市场，包含了68种广受消费者青睐的
小众香水及化妆品，大大提升了商品丰
富度和顾客购物的选择度。

10月16日，中国旅游集团旗下中免
海南离岛免税年终盛典启动仪式在海口
举行，开启为期近三个月的精彩活动。
此次盛典采用别开生面的线上开幕仪
式，集结多个垂直领域KOL（关键意见领
袖）主播连续3天轮番为消费者呈现不同
主题的精彩直播互动，为消费者带来更
好玩、更好买、更好看的全新购物体验。

据了解，本届离岛免税年终盛典将
从10月16日持续到12月31日，中免集
团将携手旗下三亚国际免税城、三亚凤
凰机场免税店、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海

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琼海博鳌免税店5
家免税店线下线上商城以及众多品牌，
荟萃奢享精品，为消费者呈现限量臻品，
一系列精彩活动将轮番上演，与消费者
共享年度精彩时刻。

三亚国际免税城将联合众多时尚品
牌开展10月份积分活动，多达46个品
牌推出满额赠积分活动；海口日月广场
免税店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精选香水
化妆品等备受消费者喜爱的免税品类开
展闪促活动，其中不少明星爆款香化商
品低至65折。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届

“钟表与奇迹”高级钟表展线下展馆已于
9月28日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启动，云展
馆也在10月16日搭载于新版会员小程
序中同步上线。

海南各大免税店推出多重优惠和精彩活动迎接旅游旺季

离岛免税开启旺季“购购购”模式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许嘉 杨仁勇 李凡）10月16日
16时30分，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琼海、
琼中等3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50毫
米以上、局地超过100毫米的降水。受热
带扰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7日～18日，
我省海域和陆地将有较强风雨天气。

10月16日12时，海口三港已全线停

航。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受热带扰动和
冷空气共同影响，17日～18日中午琼州
海峡将出现9级阵风，请相关部门安排好
过海车辆和旅客的出行，加强交通疏导。

17日～18日，我省东半部地区将有
较强降雨，部分市县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
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
高，需严加防范；相关部门需继续做好水
库巡查管理工作。（相关报道见A03版）

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级预警

我省强风雨天气将持续

10月16日，在东方市文化广场，千名身着传统服装的
黎族妇女熟练织黎锦，吸引参加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
论坛暨自贸港考察采风的嘉宾纷纷拿起相机记录下这精
彩一刻。

为培育传承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东方市近年来通过培训新手织娘，开展黎锦进校园
活动，通过市场化合作等方式提升织娘的积极性和收入，
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和传承“非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影报道
（相关报道见A05版）

全省储备
计划于2022年新开工、总投资30亿元以上的项目32个

估算总投资4047亿元

“4·13”以来
我省已成功举办十五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开工项目 1817个 总投资 7241亿元

千人同织锦 非遗焕新生

海南促进新能源
汽车消费奖励措施延续
至年底

每辆最高奖1万元
奖励总量不限

占比57%其中 产业项目587个
总投资4109亿元

估算总投资 1552亿元
总投资占比38.3%

其中 产业项目24个
项目个数占比 75%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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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造型酷似“神经元细胞”的博鳌研究
型医院项目（一期）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预计年底交付。该项目建成后不仅将承
担医疗任务，还将助力乐城先行区打造成为中国医疗对外开放的世界级窗口。

文/本报记者 袁宇 图/本报记者 袁琛

国内首家研究型医院
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