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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27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到省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
来访群众，协调解决信访事项，并专题研
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沈晓明接待了反映拖欠工资问题的
农民工代表，认真听取诉求，协调解决相
关问题，要求施工单位和业主单位认真
履行法律责任和合同义务，不得以任何
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施工单位和业主
单位现场承诺将在会后3天内把拖欠的
农民工工资发放到位。

沈晓明强调，岁末年初是农民工劳动
报酬结算高峰期、劳动争议易发期。全省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民工欠薪问
题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把治欠保支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
环节协同发力，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事前
要完善制度，不断健全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信用体系等制度，加强劳动监察执法，
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事中要严肃处
理，开展农民工欠薪专项治理，发现一起
严肃处理一起。事后要广泛宣传，引导农
民工依法合理反映诉求，引导相关企业及
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沈晓明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为民初心的高

度、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做好信访工
作。要研究把握规律，充分认识到信访
工作表象在访、实质在情，切实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和光荣感，用心用情做好信访
工作。要加快破解难题，列出清单，压实
责任，强化督办，结合“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落实省领导接访和包案化
解责任，研究解决普遍性问题。要重视
并收集好各类渠道的群众意见建议，发
挥好信访、12345热线等平台的“晴雨
表”作用，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并妥善解
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省领导孙大海、王路、冯忠华参加活
动。

沈晓明在省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访时强调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李磊）
12月27日下午，省长冯飞主持召开七
届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集体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审议相
关文件，研究部署我省招投标领域管理
和改革等工作。

会议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负
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视
频授课，并审议了《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和评标评审专家库管
理办法》。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招投标隐性壁
垒，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快打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要
深入推进全省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建立健全招投标长效机制。要创新
监管方式，完善电子监管、加强信用监
管、探索智慧监管。

会议还审议了《海南省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规定》《海
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

批目录（2021年本）》《海南省落实〈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条
行动方案》《海南省实施〈残疾预防和残
疾人康复条例〉办法（草案）》《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废止〈海南省建帐监督管理
办法〉的决定（草案）》《海南省城镇从业
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办法
（试行）》《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
保险普通门诊共济保障管理办法（试
行）》，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渔业转
型升级等工作。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我省招投标领域管理和改革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张彪）
今年11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1.4%，增幅比全国高7.6个百分
点，比2019年同期增长6.9%，两年平均
增长3.4%。1月至11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幅比全
国高0.7个百分点，比2019年同期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长2.4%。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从行业大类看，超五成工业行业实现
增长。11月，全省36个大类行业中，有
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实现两位数

增长的行业有8个。其中，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当月同比增长1031.3%，拉动当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个百分
点；汽车制造业当月同比增长194.1%，拉
动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4
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
增长，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当月分别
同比增长52.0%、42.5%、8.2%。

从市县看，超六成市县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实现增长。11月，全省19个市
县（区）中（不含三沙市），12个市县（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呈不同程度增长，

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市县有8个。1月至
11月，5个主要工业市县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其中海口市同
比增长16%，昌江黎族自治县同比增长
7.4%，洋浦经济开发区同比增长4.5%。

从经济类型看，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保持较高增速。11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外商及港澳
台投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比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3.2个
百分点；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增速较上月提高7.6个百分点。

11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持续平稳增长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两年来新增涉农企业500家，增长
率达到568.18%！

其中不乏中国种子集团、隆平高
科、科沃施种业等国际上“叫得响”的企
业。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等一批“国字号”的大所大院也纷
纷抢滩落户……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
下简称科技城）已成为我国种业科研机
构、经营主体的聚集地。

着眼未来产业，强化精准招商，夯
实技术支撑，快速集聚种业资源要素，
科技城在崖州湾畔全力建设“南繁硅
谷”，扛起种业振兴担当。

种业主体聚集地

“现在做农业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

己没来过科技城。”中国农业科学院国
家南繁研究院院长彭军笑言。

全球前十名种业企业、国字号种子
企业、国内农学领域顶尖科研团队……
一批批市场主体和科研机构纷纷入驻
科技城，种业创新研究和产业化发展在
这里如火如荼展开。

“科技城已引入15家科研机构和
12所重点高校，共引入涉农企业588
家，累计注册资本金为83.13亿元；涉农
类项目完成各级签约84个，2021年以
来完成涉农类项目签约22个。”科技城
管理局产业促进处负责人黄杰斯透露。

招大引强，落户园区的企业和机构
大有来头。它们中，既有全球前十名种
业巨头——先正达集团、德国科沃施种
业、荷兰科因公司，也不乏国内种业龙
头企业——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隆
平高科等；既有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

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农业科研“国家
队”，也涵盖了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
等“双一流”重点高校。

黄杰斯表示，以“种企+”延伸产业
生态链，科技城还分别与华大基因、极
目无人机、一知农业等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签订入园协议。同时，立足本土特
色，引导产业升级，目前已集聚一批热
带农科企业。

种业创新开拓地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今年10月
入驻科技城后，先正达集团中国种业战
略与业务拓展总经理、中国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宋维波忙碌不已，谋划
生物育种产业化、水稻（亚太）育种创新
中心建设，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也
在抓紧推进。 下转A03版▶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发力未来产业，引来种业科研机构和经营主体集聚

抢滩科技城 抢抓新机遇

本报石碌12月27日电（记者刘操）
12月26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巡河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全
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全面贯彻落实河长制各项工作要求，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夯实水生态安全保障。

在昌江境内相关河段，毛万春实地
察看了水环境保护、河段管理、岸线保
护利用等情况，听取昌江水务部门负责
人就河长制落实有关情况及下一步工
作计划的汇报。

毛万春指出，要进一步对标自贸港

建设标准，对标世界生态环境一流地
区，以更高的标准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切实保护提升昌江水体质
量。要定期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全县
水质情况、水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
解决办法。要加强对河湖管护员进行
排名考核，对考核优秀者进行奖励，对
考核不合格者进行公布和处罚。要通
过有奖举报等方式，敞开渠道，形成群
众监督的“天罗地网”。要贵在坚持，一
以贯之推动落实，一锤接着一锤敲，守
护好昌江的绿水青山。

毛万春在昌江巡河时强调

一以贯之推动落实 切实提升水体质量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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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位于临高县金
牌港的中铁建设集团海南装配
式建筑产业园5条生产线已进
入运营生产阶段，预计年生产预
构件能达到10万立方米。该产
业园占地100亩，投资2亿元，
公司自主研发的装配式IRF构
件生产线，可生产装配式建筑
PC预制构件及IRF体系竖向
结构的T型、L型等构件。

文/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何华洪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临高投产

本报博鳌12月2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徐淑江）12月 26日，博鳌一龄
2022自贸港先行区四特许、三同步、新技
术、新药械、新服务发布会在博鳌举行。
会上宣布集中引进6款全球特许药械新
品，通过沟通全球药械生态圈，为海南医
疗消费回流夯实健康基础平台，为海南建
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增添新动能。

此次集中引进的6款产品分别是罗
氏诊断公司的生长分化因子-15检测试
剂盒、异常凝血酶原检测试剂盒，诺华
公司的新型降胆固醇药物乐可为

Leqvio（Inclisiran），华熙生物的注射
用 面 部 修 复 材 料 CYTOCARE516、
CYTOCARE532，波士顿科学公司的
一 次 性 使 用 可 吸 收 隔 离 水 凝 胶
SpaceOAR System 等 6款全球特许
药械新品。

6款特许药械分别在辅助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或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危
险分层、辅助心房纤颤患者严重出血事
件的风险预估，辅助诊断肝细胞癌，降
低胆固醇以及肤质年轻化，前列腺癌放
疗防护等方面为国内消费者健康美丽

养护提供更多选择。
随着海南自贸港和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截至
目前已有诸多创新药械在乐城先行区落
地。依托的“四个特许”政策，一龄医院
管理集团与全球30多家知名药械厂商
合作引进全球优质医疗资源，初步形成
国际竞争力，“我们希望通过构建大健康
医疗生态圈，与国际知名医疗药械品牌
深度合作、互相赋能，为国人带来更多更
好的医疗创新产品，推动大健康产业高
质量发展。”该集团负责人表示。

乐城集中引进6款全球特许药械新品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张楠楠）海南日报记者12月27日
从海口市相关部门获悉，根据海口市政
府工作安排，原则同意龙昆路（海德路-
南海大道）地下通道项目建议书申请，用
于开展项目规划选址等相关前期工作。

近日，海口市发改委对海口市路桥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审批龙昆路
（海德路-南海大道）地下通道项目建议书
的请示》作出回复，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议
书提出的建设规模和内容。据了解，该
项目起点位于海秀快速路-龙昆南立交
以南近龙昆沟南侧端点处，终点位于城
西路路口，路线全长约2440米。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新建海德路-南海大道下穿地
道，为双向6车道规模，暗埋段长度为
1086米；改复建地面道路，改建后标准段
为双向10车道规模。原则同意项目建
议书匡算总投资约14.27亿元。其中，
工程费10.99余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2.01亿余元，预备费1.26亿余元。

海口拟建龙昆路地下通道
双向6车道下穿地道将贯通海德路-南海大道

12月23日，俯瞰文昌市潮滩洋连片的冬季瓜菜大棚。目前，海南进入冬季瓜菜种
植期，各地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冬种。据了解，2021至2022年度，海南冬春瓜菜种植面
积力争稳定在290万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冬种正当时

本报海口 12 月 27 日讯（记者马
珂 实习生王菲）为做好我省2022年元
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制定了《2022年元旦
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严
防境外疫情输入。

《方案》要求加强入境人员闭环管
理。美兰机场要加强国际货运航班机组

人员闭环管理，不得与境内人员接触。
洋浦等口岸市县要加强对21天内有境
外旅居史的换班船员排查，严格落实入
境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各口岸市县对
接触入境人员、物品、环境的高风险岗位
人员，严格落实底数清晰、人员固定、规
范防护、全程闭环、高频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等防控要求，做好岗前培训，同时要
保证口岸闭环管理力量配备，确保工作
人员工作期间的住宿、报酬等，把闭环管
理落实到位。严格落实“14+7+7”管控

措施，入境人员解除隔离后来琼居家健
康监测的，从机场到居住地要做到点对
点闭环管理。对不具备居家健康监测
（单人单间或家庭封闭管理“足不出户”）
条件的将采取集中隔离措施。

加强入境物品和环境消毒方面，洋
浦口岸要加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
仓管理，做好进口冷链食品入库消杀和
检测。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督促相关
企业落实进口冷链食品各环节疫情防
控要求。 下转A05版▶

我省明确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外防输入”相关工作

加强入境人员管理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南持续保障和改善
民生，在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件件民生事
暖暖民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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