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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霞

美国企业眼中的海南自贸港是
什么样子？

10月25日，中国美国商会率一
批知名企业代表来琼考察，推进美国
企业与海南自贸港的合作。对这一
问题，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给出的答案
是：海南自贸港发展潜力巨大，很多
美国企业认为海南自贸港在合作和
吸引外国投资方面非常高效。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持续推进，
投资、贸易等领域的政策不断推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的出台，吸引了海内外大批投资
者的目光。”毕艾伦在介绍此次来琼
考察的原因时说，从行业来看，考察
团企业代表来自生物医药、农业、先
进制造、食品、金融、高科技、文化、
能源等领域，体现了海南商机无限，
也体现出会员企业对海南的无限期
待。此次来海南，将帮助会员企业
进一步了解海南自贸港的总体规划
与发展机遇，推动中美之间的经贸
合作。

两年前，中国美国商会曾带领
20多位来自科技、医疗、体育、文娱、
农业、咨询等领域的会员，进行该商
会首次在海南的商务投资考察。“为

期三天的商务投资考察过后，商会收
到许多来自代表团成员的正面反
馈。”毕艾伦回忆道，许多会员称赞行
程紧凑、交流深入。有些来自包括农
业、医疗、文娱、服务业、食品饮料等
行业的会员，与当地政府开展了对潜
在合作项目的深入讨论。

“当前，自贸港建设释放更多积
极信号，我们商会中很多企业认为这
是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毕艾伦说，
目前商会企业涉及高科技、医疗、健
康、互联网等诸多领域，与海南自贸
港重点发展的领域高度契合。

由中国美国商会今年出版的第
23期《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指

出，近三分之一的会员企业表示，海
南自贸港在合作和吸引外国投资方
面最为高效。“这说明，海南在吸引外
资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毕艾伦说。

“对外资企业来说，营商环境的
优化，除了需要保障对各类市场主
体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等方面的

‘一视同仁’，还有赖于知识产权领
域的国际化、法治化，以及跨境数据
流动的自由便利化。”毕艾伦说，“商
会和会员企业期待海南自贸港持续
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并在跨境数据、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推出相关政
策。企业也非常关注外籍人才在琼
工作的税收政策，这对增强本地核

心竞争力至关重要。”
就进一步推动海南与美国企业

的合作，毕艾伦有三点建议。一是
通过加强同包括中国美国商会在内
的商协会的联系，保持与外资机制
化的对话和沟通，确保政策得到及
时宣传和落实，及时了解企业的真
实诉求。二是进一步在跨境数据管
理、知识产权保护上推进国际化进
程，为企业在琼运营提供良好环
境。三是加强在减碳方面的合作。
海南有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
可持续发展领域有许多可以交流的
话题，期待推进相关合作。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谈美国企业眼中的海南自贸港

发展潜力巨大 吸引外资高效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
罗霞）10月25日，海南自贸港美国
企业专场招商推介会在海口举行，
向来琼考察的中国美国商会以及一
批知名企业代表推介海南自贸港，
推进海南与美国企业的合作。

此次推介会由省商务厅主办，
来自玛氏、源运能源、高博、摩根大
通银行、强生、英特尔、辉瑞、史赛
克、拜耳、默克等企业的代表参会，

涉及医药、农业、消费品、科技、能
源、体育、制造业、教育、文化、金融
等领域。

推介会介绍了海南自贸港核心
政策，并进行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
推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园区介绍了
相关发展情况。我省近20个部门
以及11个重点园区的代表参会，同
与会企业代表进行深入交流。

“海南自贸港建设在放宽市场
准入方面有哪些政策？”“对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是如何规划的？”“种业
发展如何吸引外商投资？”……会
上，针对与会代表提出的近20个问
题，我省相关部门和园区相关负责
人一一进行现场解答，让企业更好
了解自贸港发展新机遇及产业需
求，挖掘潜在经贸合作机遇。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表

示，很多美国企业非常看好海南自
贸港发展前景，海南自贸港商机无
限。不少会员企业认为海南自贸港
在合作和吸引外国投资方面非常高
效，海南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努力有
目共睹。

一些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通过参会，对海南自贸港有了更深
入了解，将积极抓住自贸港发展新
机遇，推进与海南自贸港更广泛的

合作。“在生物医药方面，我们已经
跟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有
合作。这次来海南，目的是想寻求
更多领域与海南的合作。今天听了
推介后，感觉很多领域有合作机
会。”默克中国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琼期间，除参加推介
会外，中国美国商会考察团将陆续
赴海口市、三亚市和洋浦经济开发
区等地调研考察。

我省举行美国企业专场招商推介会

一批知名企业来琼对接合作

海口市科技创新创业
联盟揭牌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习霁鸿）10月
25日上午，海口市科技创新创业联盟在海南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揭牌。

该联盟旨在通过开展成果应用、人才培养、
行业交流、科技创新产业智库等工作，整合资
源，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海口市科技创新
创业资源共享与合作交流的新高地，促进海口
市科技创新创业发展，推动海口建设高水平创
新型城市。

海南省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李伟铭表示，该
联盟将努力实现在2021年初步建立科技数据检
测、科技成果转换、科技创新资源对接的共享平台
和交流平台，建立海口市科技产业上下游信息沟
通渠道，孵化、培育科技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壮大。

海南智慧正安科技有限公司是联盟一员。该
公司于2018年在海口注册成立，主要提供人工智
能法律服务。

该活动由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主
办，海口市科技创新创业联盟、海南省创新创业研
究院、海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支持。

到博鳌乐城可体验
日式体检

本报博鳌10月25日电（记者袁宇）10月25
日，大北家（日本）体检中心在海南自贸港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挂牌，将从日本引进全套
精密体检设备以及管理团队与医护团队，提供日
式标准的国际体检服务。

大北家（日本）体检中心将提供从普通放
射、超声检查到高端PET-CT，从常规化验检查
到个性化基因检测等体检服务，一站式满足体
检客户不同层面的需求，将日本精细化体检服
务复制到乐城先行区。体检服务以精密癌症筛
查为基石，在此基础上添加女性深度体检、亚健
康量化检测评估、心脑血管风险筛查等精密体
检板块。

大北家（日本）体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日
本医疗企业对中国市场一直保持高度关注，此次
中心落地乐城先行区将作为医疗旅游健康产业入
口，并在未来发展中与乐城先行区保持紧密联系，
一方面升级国际高端医疗体系，构建打通全链条
健康体检管理服务，另一方面将乐城先行区的好
政策和发展情况向日本更多的医疗机构、药械企
业作推介，推动日本药械企业与乐城先行区开展
更多的交流合作。

“邮轮法庭”解决
邮轮游纠纷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 （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黄海俊 李羽玲）为有力行使对我国管辖海
域的司法管辖权，积极营造海南自贸港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10月25日，海口
海事法院和三沙南海梦之旅邮轮有限公司在三
亚凤凰岛举办海南自贸港邮轮旅游全时空海事
司法服务机制启动仪式暨首次随船法治服务活
动，挂牌成立“南海之梦”邮轮巡回法庭及法治
服务点。

据悉，此次合作是海口海事法院针对邮轮
旅游人员流动快、来源范围广的特点，破解邮轮
在航纠纷诉讼难、处理不及时等问题的一次尝
试，也是延伸海事司法管辖，进一步强化对我国
管辖海域司法管辖权行使的积极探索。根据协
议，海口海事法院将借助“南海之梦”邮轮上的
巡回审判法庭和法治服务点，通过随船巡回审
判、在线远程解纷等方式，开展24小时全天候
纠纷化解、法律咨询、法治宣传，切实践行司法
为民宗旨，为在船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海事司
法服务。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断水5年，万宁军田水库主水渠六连村段修复了

“致富渠”又闻哗哗流水声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万宁军田水库主渠道从六连村
通过，这条水渠解决了六连村农业生
产灌溉问题。”10月25日，六连村原
党支部书记黄忠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六连村有耕地8000多亩，1983年
军田水库主渠道通水后，六连村家家
户户农业生产都不再为水发愁。到了
2016年，六连村段的水渠突然断水，
且一断就是5年。曾经的水渠堆满了
淤泥，长满了杂草。

六连村有554户1658人，村民除
了种水稻，还种胡椒、菠萝、橡胶、龙眼、
荔枝和莲雾等多种经济作物，水渠没了
水，影响农业生产。“当时我向有关部门
反映过，答复也说要修好，但一年拖一
年，一直没修起来。”黄忠平说。

原因：空中引水渡槽损坏

今年7月6日，省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到六连村调研，在与驻村工作
队交谈中，了解到六连村村民这一急
难愁盼的事情后，建议和乐镇干部和
驻村工作队员到东方市西方村学习水
渠修复经验。

和乐镇把军田水库主水渠六连村
段不通水问题列为“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的事项来推进解决。省应急
管理厅二级调研员、六连村驻村第一

书记、乡
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
刘祥征向海
南日报记者
介绍，军田水库
主水渠六连村段
有4.5公里长，镇村
先发动村里的党员进行
全程水渠走访，实地勘察水
渠破损情况，查明受损原因。

经过实地勘察走访，和乐镇发现
导致六连村段水渠断水的原因为军田
水库主水渠北大镇丰丹村段引水渡槽
损坏造成。

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军田水库

工程管理处和万宁市水务局获悉，军

田水库主水渠丰丹村段引水渡槽是架

在空中输送渠道水，2016年10月受

台风破坏，两个基墩被洪水冲毁了，引

水渡槽从空中断了两节下来，导致下

游主干渠断流。

万宁市水务局曾在2017年立项，

把包括丰丹村引水渡槽在内的20宗

水 毁 工

程 列 入

修 复 项

目，但由于

维修资金迟

迟没到位，导致

军田水库主水渠断

流等问题一直没得到及

时修复。

修复：干群联手清沟渠除杂草

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了解到军田

水库主水渠六连村段断流成“堵点”

后，高度重视受损水渠修复问题，要求
有关部门和镇村两级干部迅速行动，
投入渠道修复工作。

由于几年断流，4.5公里长的军
田主渠道六连村段水渠淤泥堆积，杂
草密集，比人还高。从7月中旬到8
月底，和乐镇结合万宁市“党员联系
群众制度”，村里成立10个工作小分
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一道，携带
工具分段开展水渠除草、清沟等修复
工作。

8 月 29 日上午，和乐镇党委组
织党员33人、群众180余人开展“清
理沟渠，保障生产”主题党日活动，贺
敬平参加主题党日活动，与党员、干部
和群众一起清理沟渠。之后，六连村
又先后5次组织党员和群众对渠道进
行清理。9月10日，军田主渠道六连
村段渠道全部完成修复清理。

丰丹村引水渡槽损毁问题，万宁
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协调，
水毁工程修复资金到位，丰丹村引水
渡槽9月20日得到修复。9月22日
至25日，军田水库连续3天试放水，
六连村段又见到哗哗的渠水。

万宁军田水库工程管理处有关负
责人向海南日报记者解释，因为军田
水库属三类病险水库，还需要加固维
修。由于当下农稻不用水，等到12月
农田需要用水时，将再次放水。

黄忠平听到这个消息乐坏了，
“有水了就好，这条渠是我们的致富
渠哩。”

（本报万城10月25日电）

万宁军田水库主水渠六连村段水渠又见渠水流淌。刘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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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来自巴西的CAMILA GHATTAS(梦蜜拉)在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办公。本报记者 张茂 摄制图/张昕

海南自由贸易港
11个重点园区之一

目前注册企业已达3400 家

其中外资企业244 家

同比增长264%
园区2020年互联网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全省互联网产业营业

收入的35%
成为全省千亿级互联网产业
集群培育打造的主力军

海口复兴城产业园

海口复兴城产业园：

人才“磁力”渐强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举
报热线65332869、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
报：966123

省民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共商海南民间文艺事业
繁荣发展大计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10月
25日在海口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140多名代
表欢聚一堂，合力共商海南民间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大计，描绘海南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美好
蓝图。

省民协是党和政府联系全省民间文艺家和文
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省民协自召开第六次代
表大会以来，团结和引领全省民间文艺家和民间
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韧的艺术品
格和创造性的艺术劳动，精心创作出了众多民间文
艺优秀作品，并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培训、调研等活
动，开辟了海南民间文艺新阵地，扩大了海南民间
文艺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民协新一届理事会和
主席团，对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5年工
作做出部署，并修改完善了协会章程。蔡葩当选
省民协第七届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