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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廉中伟）海航航空集团
计划春运期间执行航线约760条，航
班量8万余班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今年春运海航航空新开航线
178条，包括合肥⇌哈尔滨、海口⇌
石家庄、武汉⇌珠海、重庆⇌沈阳、深
圳⇌呼和浩特等航线，预计海口、三
亚、乌鲁木齐、武汉、兰州、哈尔滨等
日均进出港航班量均超过去年同期
水平，预计春节假期前后和元宵节后
迎来旅客出行高峰。

今年春运期间，海航航空加大海
南运力投放，新开海南航线15条，海

南进出港航线达165条，计划执行海
南地区航班约 1.7 万班，航班量较
2021年同期增长5%。

海航航空1月1日起还面向对国
家、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推出8.5
折购票、专属值机柜台、优先登机等
系列优待服务；80架飞机完成客舱
WiFi改装并投入运营，旅客乘机途
中可免费畅享丰富的影音娱乐资源。

春运是客流高峰期，海航航空提
醒旅客乘坐航班时至少提前2至3
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根据
目的地防控政策要求，提前做好相应
健康申报或健康材料准备工作。

海航航空春运
新开海南航线15条
计划执行海南地区航班约1.7万班

1月17日，青年志愿者在海口汽车总站帮助老年旅客刷脸过闸机。当天，60
余名青年志愿者在海口汽车总站、美兰机场等8个主要交通枢纽开展“暖冬行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温情服务
回乡路暖

本省新闻 2022年1月19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梁君穷 美编：杨千懿 检校：卫小林 陈旭辉A08 综合

■■■■■ ■■■■■ ■■■■■

50余家企业参加
海南就业援助月网络招聘会

累计提供岗位1600多个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易宗平）50余家企

业正在参加2022年海南就业援助月网络招聘会，累
计提供岗位超过1600个。这是1月18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获悉的。

本次招聘会重点以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
口、完全失地农民以及未就业的失船“三无”船舶从
业人员为帮扶对象，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招聘会将持
续至2月1日。截至1月18日18时，已有55家企业
报名参加招聘会，累计提供岗位1667个。岗位包括
财务、客服、厨师、护理员、采购员、营业员、仓管员、
中药调剂员和水电工、维修钳工、门店店长等。

海口美兰区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寒假监管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王聘钊 实习生
张梦真）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连
日来，海口美兰区教育局及全区各校义务监督员
对片区内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检查，严查校外培训
机构培训资质、教师资质、收费价格标准和预收费
监管账户等信息公示公开落实情况。

经过2次突击检查，共检查各类培训机构28
家，部分机构存在资金收费广告不规范、防疫登记不
够及时全面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要求限时整改。

检查组坚持依法从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户外
广告、店招店牌设施管理工作，呼吁广大学生及家
长理性对待校外培训，要选择证照齐全、行为规
范、无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

据了解，美兰区高度重视“双减”工作，将继续
全力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整治，通过突击检查、挂牌
检查，不定时暗访等多种方式对片区里校外培训
机构开展针对性检查整治。下一步，美兰区还将
加强部门联动，从严从快，有力有序开展各项工
作，确保“双减”各项决策部署迅速有效落地。

“双减”在行动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月17日12时-1月18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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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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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3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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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51

26

20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通讯员 吴若卉 麦宜宇

1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省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融担基金）获悉，截至目前，
我省已发放批量担保贷款金额2.37亿
元，撬动银行信贷杠杆放大倍数达到
166倍，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
及担保“信用放大器”的功能作用。去
年9月，海南融担基金与国家融担基金
正式达成再担保合作协议，加速推进
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的落地。

多向发力撬动金融资源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去年9

月，海南振海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
责人朱其君顺利为公司办理了一项
贷款业务，“当时我们工程建设资金
遇到困难，向工行申请了450万元的
贷款，这笔贷款在很短时间内就到账
了。”他说。

快速获贷的背后，得益于银担“总
对总”批量担保业务落地海南。

“与国家融担基金正式达成再担
保合作协议以来，我们重点合作的银
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快速发展，
政府性融资担保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的作用初步显现，财
政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
步提升。”海南融担基金董事长杨福
林介绍。

融资难、融资贵如何解？怎么

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分险、
增信、降费、提效等关键词。

在分险方面，我省建立新型银担
合作模式，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
务由国家融担基金、海南融担基金、
银行按30%、50%、20%的比例承担
贷款风险，通过多方分险，引导银行

“放大胆、迈开腿”，为小微企业投放
信贷。

在增信方面，充分调动国有大行
银担合作积极性，在业务落地仅三个
月内，中国工商银行海南分行和海南
融担基金银担合作业务就达到了1.6
亿元，预计2022年增加到5亿元以
上，是2020年的10倍。除此之外，我
省还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获得
国家融担基金支持。

在降费让利、减轻企业负担方面，
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为信用类
担保贷款，贷款企业无需抵（质）押，进
一步“削低”担保贷款门槛；并通过将
担保费率降低至1%，小微企业银担

“总对总”信用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控制
在5%左右。

在提升放贷效率方面，我省简
化担保流程，目前批量担保业务合
作银行均以专项贷款产品为抓手，
将企业贷款向“线上化”转变，海南
融担基金实行“见贷即保”，助力实
现“快担快贷”。

不断释放基金惠企红利

在海口市美兰区经营一家商行的

商户庄耿孟，两个多月前，就体验到
“快担快贷”的便捷。

“去年11月底，我向建行申请贷
款30万元，不到一个星期就批下来。
我们一家小商行，没想到办贷款这么
快，挺出乎意料的。”庄耿孟说。

据统计，2021年获得银担“总对
总”批量担保贷款支持的183户市场
主体，均为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涉
及餐饮、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民生
行业，稳定至少1587人就业。

此外，海南融担基金还积极推动
业务下沉，不断提升市县业务覆盖
面。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8个市县实
现业务落地，市县业务覆盖率达
90%。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海南融担基金积极发挥作用，助企融资贷款突破2亿元——

引金融“活水”“解渴”小微融资

广告·热线：66810888

一、水吧基本情况：1.地址及面积：位于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馆一楼东面，面积约47m2。2.经营范围：现场自制新鲜饮料（冷
饮）。3.租赁经营时间：5年，即从2022年2月28日至2027年2月27
日。4.租金标准：每月1610.83元起（报价低于此标准的视为无效报
价）。5.经营时间：8:00～22:30，其中寒暑假期间暂停营业。二、竞租
人报名资格及需要提供材料：单位或个体户均可报名，现场填写报名
表并提交材料。1.个体户报名资格及提供材料：（1）中国公民，年满大
于18周岁小于50周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报名时填写报名表并
提供个人身份证及复印件。（2）无违法犯罪记录，报名时需提供公安
机关的无犯罪记录证明。（3）报名时提供诚信经营承诺函。（4）必须为
本人投标，不接受代理。2.单位报名资格及提供材料：（1）具有食品经
营及餐饮服务等相关资质，报名时提供报名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无失信、违法记录，报名
时提供单位盖章的最近三年的信用记录信息（从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查询
并截图打印加盖公章）。（3）报名时提供诚信经营承诺函。（4）必须为
法定代表人投标，不接受代理。三、相关费用：1.报名费：免费。2.竞价
保证金：2万元，提交报名材料时通过后现场缴纳现金（当日竞租活动

结束后，未中标者无息退还全款；中标者则在签订合同后3日内无息
退还全款，弃标的不退还竞价保证金）。3.合同履约金：10万元，经公
示无异议后，中标者须在3日内通过学院财务账号缴纳合同履约金，
招租单位在收到合同履约金后7日内签订合同，合同终止无违规行
为时无息退还全款。四、竞租流程：1.招租单位说明水吧经营基本情
况和要求。2.招租单位宣布竞租报名情况。3.竞租环节（价高者为中标
人）。4.竞租结果宣布。5.签署《竞租成交确认书》。五、竞租办法：1.招
租单位组织人员对竞租过程进行监督和评审。2. 竞租价按每月
1610.83元起，竞租人每次举牌竞价递增100元*N（N=自然数），叫价
最高者为中标人。3.竞租人举牌叫价，经主持人三声（次）唱价，无人
出更高价的，该价格为最高价格，主持人宣布成交，并现场签署《竞租
成交确认书》。4.第一中标人如弃标，则由次高者中标，以此类推。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1.时间：2022年1月24日10:00～
12:00。2.地点：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113办公室。3.联系方
式：文老师13707597447。七、竞租时间及地点：1.时间：2022年1月
24日15:00。2.地点：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第一会议室。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基建处
2022年1月18日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水吧竞租公示
一、项目概况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下称：公共码头）规划用海面积

29.1万m2，用地面积4.39万m2，建有游客中心、维修间、停车场等配
套设施，是集帆船赛事、海洋旅游、水上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

“体育+旅游”综合体。
二、招商业态
（一）海上业务：夜游观光、海钓休闲、水上运动、体育赛事、帆船

游艇培训、冲浪和潜水培训、水上亲子活动及水上娱乐项目等；
（二）陆域业务：船艇维修、游艇展示交易、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婚拍基地、餐饮配套、展会活动、研学教育等。
三、合作形式
场地租赁或合作经营，具体方式洽谈确定。
四、招商合作方资格要求及报名须知详见以下微信公众号中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招商公告》具体内容。
（一）公司邮箱：bd@haikoumarina.com
（二）微信公众号：海口游艇公共码头
（三）联系人及电话：13807532032（符经理）

海口海旅码头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9日

海口海旅码头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招商公告

锦绣仕家项目位于海口市城西片区E-3-13地块，项目于
2021年5月通过规划许可，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
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与省住建厅《关于装配
式建筑面积奖励有关事项的复函》的要求，对该项目实施装配式建
筑部分进行面积奖励。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26599.17m2，装配式
奖励面积625.34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月19日至1月30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

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锦绣仕家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梁君穷 美编：杨千懿关注检察工作亮点（二）

跨地区集中管辖
实现试点工作全覆盖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将海南
纳入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省
份。海南省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召开党组会
研究出台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省检察院、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
察院、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作为试点单位并
明确知识产权案件实行跨地区集中管辖。

何为跨地区集中管辖？即以指定管辖方式
由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管辖包括海口在内的琼
北片区12个市县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由三
亚市城郊检察院管辖包括三亚市在内琼南片区
的8个市县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由省检察
院第一分院对应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对由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刑事一
审案件提起公诉并履行相应的上诉、抗诉检察
职能。2021年8月30日，省检察院与省高院、
省公安厅共同印发《关于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指定管辖若干问题的意见》，实现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全省覆盖。同时，
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三亚市城郊检察院、省检
察院第一分院对琼山区人民法院、三亚市城郊
人民法院、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知识
产权民事行政审判、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通过整合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
形成检察监督合力，构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
适应的知识产权检察办案机制。

整合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
组建专门队伍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产权检察职能
集中统一履行试点也不例外。对检察机关各
项职能进行优化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案件具有前沿性、交叉性、专业
性等特点，一个案件往往可能同时涉及民事
确权、行政执法、刑事追诉等多个方面。过
去，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多地侧重
刑事方面，而开展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
一履行试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切实增
强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的主动性，探索和实现
知识产权检察保护工作中刑事、民事、行政检
察工作机制的有效衔接，提升知识产权综合
性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

试点以来，省检察院在全院范围精选具有
多年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办案经验以及具有
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的检察干警组建知识产权
检察办公室，将分散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
政检察职能集中统一由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
履行。同样，其他试点院均成立了知识产权检
察办公室或组建了专门办案组织，为知识产权
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提供了专门力量。

加强规范化建设
凝聚多方保护合力

要想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仅要整合

检察机关内部职能，更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知
识产权行政主管机关等单位的协作。

加强协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加强知识产
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紧密衔接。省检察
院牵头与省知识产权局、省版权局等八部门联
合出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实
施意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三亚市城
郊人民检察院也分别与行政执法机关及相关
职能部门印发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整合
了知识产权执法司法资源，形成司法保护和行
政保护合力，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
行为。

与此同时，根据知识产权检察办案的需
要，各试点院在加强规范化建设的其他方面措
施不断。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台了《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进一步加强业
务指导、规范备案工作。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
联合法院、公安、司法、市场监督管理等职能部
门出台《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方案》，
形成工作配合机制，共同参与知识产权综合性
保护。

点对点指导
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据统计，2021年海南检察机关共起诉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32人，同比增长1.9倍，其中
起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13人、侵犯
著作权罪2人、侵犯商业秘密罪1人、他罪中含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16人，彰显了检察机关依
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坚决态度和显著
成效。

在案件办理中，各试点院进一步加大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力度，并突出强化
业务指导，明确每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
省检察院或省检察院第一分院确定一名检
察官点对点进行具体指导，及时在审查证
据、案件定性、法律适用、审判监督等方面提
出意见建议，提高办案质效。特别是在办理
涉科研创新案件过程中，落实检察办案保护
创新创业容错机制，依法审慎办理涉科研经
费案件，从严把握刑事追诉标准，准确区分
罪与非罪界限，对重大科研活动中的职务犯
罪依法慎用强制措施，涉科研骨干的逮捕、
起诉要层报省检察院审批。

改革的成效正在显现，海南知识产权检察
保护得到切实加强，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
效。2021年9月，在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
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作推进会上，省检
察院专门作经验介绍。

下一步，海南检察机关将以知识产权检
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工作为抓手，进一步
推动建设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检察队伍，提
高履职水平，提升工作质效，通过办案鼓励
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切实为我省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更加优质的检察产
品。

（撰文/江城）

海南检察机关稳步推进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作，强化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

以专业化检察服务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2022年元旦前夕，三亚市检察机关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海南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权检察保护的又一举措。当前，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正全力推进国际种业、深海科
技、大学城产学研等产业，对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服务需求不断提升。保护中心将
立足检察职能，探索建立与知识产权民
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
革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切实发挥窗口作
用，积极开展线索举报投诉、法律咨询、普
法宣传等服务，以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维
护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和市场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保障。2021年，海南检察机
关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认真落实
最高检《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关于“打一场科技翻身仗”的
部署要求，积极稳步推进知识产权刑事、
民事、行政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
作，强化知识产权的综合性司法保护，确
保以更加专业化检察服务为海南科技创
新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