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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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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举办营商环境
业务知识专题培训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成
睿熙）11月8日，为期5天的全省营商环境业务知
识专题培训班在海口开班，省、市县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专班工作人员、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围绕我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设置了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制度创新、
政企关系、招商引资、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等培训
内容，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政企界人士前来授
课。为深入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培训班还专门邀
请广东、上海、新加坡等地的专家学者，专题讲解
深圳、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的举措做法。

琼中推出外线工程
“三合一”模式
审批时限压缩88％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不到3天，一次性办好
了外线工程所需的全部材料。”日前，在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政务服务大厅，海南麒麟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人拿着刚办好的城市道路挖掘许可证
和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的申请批复，
对如此高效率的政务服务连连点赞。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这得益于琼中行政审批
服务局推出的外线工程审批服务“三合一”模式，即
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申请、城市道路挖掘申
请，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申请等审批事项整
合，通过并联申报、并联踏勘、并联审批，实现“一次
申请、一次踏勘、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并审批”。

推出“三合一”模式后，外线工程审批事项办
理时限由25个工作日缩减至3个工作日，压缩比
率达88％，“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下
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加快推进审批流程再优化，助
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琼中行政审批服
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星际荣耀
落户文昌国际航天城
加快布局商业航天产业项目

本报文城11月8日电（记者袁宇）11月8日，
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与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际荣耀）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谋划建设
商业航天重大项目，推动商业发射及相关产业落
地布局，营造航天产业集聚发展、协同共享、创新
引领的良好生态，为文昌国际航天城的建设及海
南商业航天发展赋能。

星际荣耀董事长彭小波表示，文昌国际航天
城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11个重点园区之
一，重点发展火箭研发制造、卫星研发制造、航天
大数据应用、航天国际交流合作、“航天+”等产
业，且兼具文昌发射场纬度低、射向宽、安全性好、
运输限制少、综合效率高的优势，“我们经过了长
期、周密的发射场技术需求论证、发射场建设可行
性论证，决定落户文昌航天城。”

文昌航天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引进星
际荣耀是文昌航天城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重大突
破，园区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优惠政策，为企
业提供极简审批注册、免费过渡期运营场所等营
商服务，方便企业、项目落地。园区将继续在经
营、税收、人才以及资质办理等方面给予企业大力
支持，让企业顺利开展各项业务，让企业有效益、
有获得感。

记者了解到，目前星际荣耀全资子公司已落
户文昌国际航天城。此次双方签约后，星际荣耀将
以在海南推进中大型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发射工
位为依托，以海上回收为目标，执行发射任务。同
时组织和规划用于可回收火箭检测、处置、复用的
复检中心的建设以及海上回收设施的论证和建设。

东方今年新建
新能源充电桩185个
提前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本报八所11月8日电（记者刘婧
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东方市今年新建
新能源充电桩185个，提前并超额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全市累计建设新能
源充电桩474个，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1月8日从东方市发改委获悉的。

在东方市汽车站新能源充电桩区
域，记者发现，前来充电的新能源车主
按程序扫码充电。“现在城区的充电桩
多，而且大部分是快充桩，充电快，很
方便。”来自海口的新能源车主王永全
告诉记者，他开网约车一般接长途单，
新能源车比燃油车运营成本低。

据了解，今年来，东方市不断推进
新能源充电桩建设，把方便送到群众
家门口。东方新建设新能源充电桩
185个，涵盖6个小区，10个乡镇、工
业区、部分酒店、学校等公共区域，其
中公共桩118个，专用桩7个，自用桩
60个。

“目前，市发改委正在组织相关部
门开展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
选址、规划等相关前期工作，最快在
11月底就能开工建设。”东方市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
照东方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和充电桩基
础设施发展实际，在文体场所、旅游景
点、酒店、医院等重要领域布点建设充
电桩，并引入企业配套建设新能源汽
车维修、美容服务站。同时，加大新能
源汽车推广力度，不断增加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

海归携手自贸港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马
珂）11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疾
控中心获悉，截至11月 7日，全省
3岁-11岁人群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103.15万剂，累计接种率81.28%。

截至 11 月 7日，全省 3岁-17
岁人群第 1剂新冠疫苗累计接种
181.51万剂，18岁以上人群第1剂
累计接种752.51万剂，重点人群第

3 剂新冠疫苗加强针累计接种
88.76 万剂。其中: 3 岁-11 岁人
群第1剂累计接种103.15万剂，接
种率 81.28%; 12 岁-17 岁人群第
1 剂累计接种 78.36 万剂，接种率
106.69%;18 岁-59 岁人群第 1 剂
累计接种 642.77 万剂，接种率为
102.89%；60岁及以上人群第 1剂
累计接种 109.63 万剂，接种率为

74.1%。
据悉，3 岁-11 岁人群只要没

有禁忌症都可免费接种。但孩子
有以下情况下不适宜打新冠疫苗：
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
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
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
过敏者；以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
反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

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患有未控
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
病者（如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
综合症、脱髓鞘疾病等）；正在发热
者，或患急性疾病，或处于慢性疾
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患有未控制的
严重慢性病患者。

此外，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不
能互相代替，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

不能同时接种，两种疫苗接种至少
需间隔14天。两剂新冠病毒疫苗
之间接种流感疫苗，即在接种第1
剂次新冠病毒疫苗14天后接种流
感疫苗，再间隔14天后接种第2剂
次新冠病毒疫苗。需要注意的是
选择两剂新冠病毒疫苗之间接种
流感疫苗，需遵循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剂次和间隔的要求。

我省3岁-11岁人群累计接种率超八成
第1剂累计接种逾103万剂

■ 本报记者 昂颖

“如果时光倒流，再让我做一次
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回海南发展。”11
月8日，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邢青涛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当年他辞职返乡的决定并非一
时冲动，而是预感到今后在家乡发
展，会有无限潜力和广阔前景。

邢青涛2005年赴美国康奈尔大
学深造，攻读金融专业研究生。在
美期间，他还在知名基金管理公司
从事金融投资相关工作。虽然那时
邢青涛身在异乡，但心与祖国贴得
很近，“万里之遥，我真正感受到了

‘祖国’二字的分量。那时我告诉自
己，要努力学习，回国后更好地发挥
所学所能。”

3年后，邢青涛学成归国。此时，
正巧赶上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急
需扩充海归管理人才队伍，扩大发展
规模。这是一家从事塑料薄膜包装
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的技术密集型
海南民营企业。入职赛诺后，邢青涛
被派往公司新设的新材料领域工
作。为了快速熟悉全新的行业，邢青
涛从点滴学起，详细了解产品开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全过程，在生产车
间一线一待就是一天，常忙到深夜才
回家。

跑市场、扩销路、促合作……借
助公司出口欧美、中东、东南亚市场
的资源，骨子里有着创新创业基因的
邢青涛，充分利用留学期间积累的各
类资源，带领着团队引入了由日本、
美国、欧洲等国知名专家共同投资的
高科技项目，做优做精核心业务。

2018年后，海南加快推进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公司也提升了对高科

技的投入比率，但时任海南赛诺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邢青涛却在孵化
项目的选择上遇到了棘手问题，“比
如有些产业不适合在海南发展，精心
谋划好的项目又迟迟不来海南落
地。”面对困难，邢青涛摸着石头过
河，“引入项目必须有钉钉子精神，有
拼劲韧劲才能赢”。

“我们聚焦新材料、航天大数据、
社区大健康三大产业的深度孵化，积
聚力量抢占海南自贸港未来产业发
展技术制高点。”邢青涛将“海归梦”
融入自贸港建设，比如在移动医疗项
目上，经过企业的三年孵化，现已掌
握的心电硬件关键技术，达到了世界
领先标准，其中单导心电仪和十二导
心电仪已获得海南首例医疗器械二
类认证。目前，这些产品将率先在海
南试点，结合新型社区建设，让新技
术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社区。

技术研发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邢

青涛及其团队的踏实努力，更离不开
海南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海南
自贸港政策和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让我们享受到了‘阳光雨露’。”邢青
涛感慨，他们孵化的信息技术公司从
技术开发到项目示范应用落地，仅用
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公司已
与文昌市政府达成合作，利用大数据
服务平台对生态环境治理、非法采砂
采矿等起到有效的监管作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现如
今，在环保新材料、社区大健康、科技
绿建筑、水产生态养殖等新型行业
中，我们已实现对超过20个关键技
术及项目的本土落地，引入并留住科
技团队人数120余人，已取得成果包
括新申请专利501项，核心发明专利
132项。”邢青涛说，公司近年来的高
质量发展，正是自贸港蓬勃向上、鼓
励人才创新创业最真实的写照。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在美金融投资工作者邢青涛回海南跨界转型

“归雁”返巢筑梦 实干创新创业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栋）11月8日晚，

“好看海南”海岛名片计划活动启动仪
式在海口骑楼老街举行。据了解，活
动结合海南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产业政
策优势，打造了微信视频号创造营、微
信服务商大会、旅游免税行业交流会
以及“好看海南”短视频创作大赛、海
南酒店行业视频号直播等线上线下异

彩纷呈的内容，形成了“好看中国系
列”里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站。

据了解，“好看海南”海岛名片计
划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腾讯微
信共同主办，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
件园协办。该活动由启动仪式、专场
直播、宣讲交流会、微信视频号创造
营、短视频大赛等线上线下活动组
成。其中，微信视频号创造营活动现

场，视频号创造营讲师立夏、旅行博
主Odin、酒店博主岛主的度假日常
等微信视频号达人分享视频号的创
作历程，并选用经典案例与现场创作
者一同拆解，分享爆款秘籍。

短视频大赛活动将持续到2022
年1月，大赛面向全国视频文艺创作
机构、团体及个人征集作品，参赛者在
微信视频号上传符合内容作品，加上

“#好看海南”话题，并@新海南客户端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发表即可参
与。活动鼓励参赛者用镜头记录“好
看海南”，用画面承载椰风海韵、显露
海岛独特魅力、展示城市发展变化，共
同传播和提升海南的旅游形象。参与
大赛即有机会获得万元大奖，除奖金
外，获奖选手还将有机会获得短视频
创作、直播等培训机会。

微信视频号邀你用短视频记录椰风海韵

“好看海南”海岛名片计划启动

专家传农技
茶农来“取经”

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茶园小镇的天然茶叶有机种植
园里，华南农业大学茶学博士
李敏团队人员在田间给当地
30多名农户现场培训茶树嫁
接与栽培技术。

茶业是白沙的优势产业，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发挥
重要支撑作用。白沙黎族自治
县农业部门邀请专家团队为茶
农们现场授课，提升茶农的职
业技能，为推动茶业产业发展
打牢基础。

文/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陆泰岳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11月8日晚，海口
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决定
2021 年 11月 8日 21时起，恢复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复阳
人员所在楼栋（25栋）以外所有楼栋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方案》（第八版）和省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专家组指导海口市龙华区对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复阳
人员部分活动场所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的意见，该人员居住的小区全体
人员经核酸检测均为阴性，除该人
员所在楼栋25栋，其余楼栋11月5

日-7日均无该人员活动轨迹，经综
合评估，传播风险较低，现决定
2021 年 11月 8日 21时起，恢复该
人员所在楼栋（25栋）以外所有楼栋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后，仍需加强管理，严格落
实人员进出查证、扫码、测温、佩戴
口罩等防控措施。

对该人员所在楼栋（25栋）人员
实施居家隔离 7 天，落实“七天三
检”（11月8日、11日、14日）核酸检
测管理，3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方可
解除管控。居家隔离期间，应当做
到足不出户，并进行自我健康状态
监测。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喉咙
痛、呼吸困难或味觉丧失的迹象，必

须立即通知物业或所在社区，以便
及时处理。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严峻复
杂，全区市民仍要高度重视疫情防
控工作，加强自我健康管理，加快新
冠疫苗接种，出行佩戴口罩，进出公
共场所测体温、扫健康码，如有不适
及时就医。

海口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小区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部分活动场所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三亚设立知识产权
资助金鼓励科技创新

本报三亚11月8日电（记者黄媛艳）海南日
报记者11月8日从三亚市财政局获悉，该市将从
财政预算中适当安排知识产权资助金，实行无偿
资助和择优支持的原则，旨在鼓励发明创造，增强
科技创新，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的能力
和水平，加快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实施，促进城市科
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日前，三亚出台《三亚市知识产权资助金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知识产权资助金的
性质、适用范围、支持标准、监督管理等。根据《办
法》，三亚市将对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单位
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经常居所的个人（含在本
市进行投资，并在本市申请专利的非本市居民）的
相关项目进行资助，每件资助金额为其所获得专
利权所缴纳官方费用的50%。

根据《办法》，获得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
资助不超过0.5万元；向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提
交发明（标准）专利申请，获得授权（注册）的每件
资助不超过0.5万元；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
径和巴黎公约途径提出的国外发明专利申请，获
得国外授权的发明专利，按照欧洲、美国、日本每
件不超过5万元予以资助，其他国家（地区）每件
不超过3万元予以资助，每项发明专利资助不超
过5个国家（地区）。通过马德里体系提出的国际
商标申请并获得注册的，每件给予1万元资助；三
亚对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30万元资助；对获
批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每件给
予10万元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