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60余家品牌企业将齐聚消博会广东馆

广东馆以“粤贸全国、粤品粤靓”为主题

面积为600平方米

规模较首届有所扩大

广东经贸代表团由近200家企业和单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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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罗
霞）广汽、格兰仕、荣耀、格力、小熊电
器、喜茶……在今年4月将举行的第
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
称2022年消博会）上，广东60余家品
牌企业将齐聚消博会广东馆，展现广
货精品魅力。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
13日从2022年消博会组委会获悉的。

2022年消博会广东馆以“粤贸
全国、粤品粤靓”为主题，面积为600
平方米，规模较首届有所扩大。参展
品类涵盖先进制造、消费电子、新能

源汽车、高端机器人、老字号、时尚生
活、国潮精品等领域。

一批重点品牌企业将展出特色
精品新品。云鲸智能科技（东莞）有
限公司将带来拖扫一体机器人，该产
品具有拖布自动回洗功能；格力电器
将展示甲醛分解空气净化器，该产品
能将甲醛催化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
有效解决二次污染和异味的问题；广
州逸仙电商务有限公司将携旗下完
美日记、小奥汀、皮可熊三个国潮原
创彩妆品牌首度亮相消博会，向世界

讲述国货美妆品牌故事。
此外，王老吉、陈李济、广州酒

家、致美斋、皇上皇、宝生园等中华老
字号将亮相消博会。

展会期间，广东省商务厅将组
织广东经贸代表团参会观展，并将
举办“粤贸全国·共享机遇”供采对
接推介会。该代表团由大型商超、
零售企业、省市行业协会、电商平台
等方面的近 200 家企业和单位组
成，预计进场采购商人数规模将超
过首届消博会。

广东60余家品牌企业将亮相消博会
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3月13日从第二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倒计时30天暨

“消博号”首航仪式上获悉，作为消博会
指定航空承运商，中国南方航空将采取

系列举措保障消博会顺利举办，包括开
设消博会专柜、投入宽体机运力等。

为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南
航计划在海口至深圳以及三亚至深
圳、上海浦东、武汉、北京大兴等航线

上投入宽体机运力。南航还将在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开设消博会专柜，帮助
旅客办理各类手续；开设老年旅客专
属流程柜台，派专人提供引导服务，提
升老年旅客的出行体验。

南航将为消博会参展人员的客货
运输提供专属服务，参加消博会的南航
会员可获赠专享礼包，尊享各类交通
券、行李券、接送机券等。此外，南航将
在消博会现场设立专属展台和休息室。

据了解，南航与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已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将在联合
宣传推广、多领域业务开发、展会保
障支持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
造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关系。

多举措保障消博会顺利举办

南航将在美兰国际机场开设消博会专柜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3月13日从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
2022年消博会）组委会获悉，戴尔将
携多款新品亮相2022年消博会，并
将发布全球首发新品。

戴尔是连续两年首家报名参加
消博会消费电子区的跨国企业，与消
博会一同促进绿色消费。在2022年
消博会上，戴尔展区面积将达500平
方米，设多个互动区，包括游戏区、创
意区、学习和工作区，以及14寸笔记

本ALIENWARE x14专属展区，并
将举行ALIENWARE25 周年纪念
币互动活动。

今年，戴尔将在消博会上展示最
新、最全面的消费产品及服务，为用
户提供多元化的选择和体验，多款荣

获 CES 2022 创新奖的新品将亮
相。此外，戴尔将在消博会上发布
Inspiron灵越全球首发新品。

据了解，戴尔结合海南集聚全球
消费领域资源的优势，充分利用消博
会这一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创

新、优质及可持续的产品及服务，满
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追
求。同时，结合海南离岛免税等政策
优势，戴尔积极布局海南市场，为消
费者提供精心打磨的产品和良好的
购物体验。

戴尔将在消博会上推出全球首发新品

近日，在三亚中央商务区五矿国际广场项目工地，工人正在进行玻璃幕墙施工。该项目拟推
出“企业总部基地+山海全景商办空间+精品消费”的组合产品，打造集科技研发、智慧办公、绿色
商街为一体的国际5A甲级写字楼。项目预计在今年底正式交付使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中央商务区五矿国际广场
预计年底交付使用

广告·热线：66810888

圆通速递海南区域总部及航空枢纽
项目计划今年9月竣工投产

助力临空物流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

访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看到，区域内多个仓
储物流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据悉，其中的圆通
速递海南区域总部及航空枢纽项目计划于今年9
月竣工投产。

据了解，由于项目位于临空经济区的限高
区，钢结构吊装工作仅能在航后凌晨进行施工，
对建设进度带来了一定影响。“面对航空限高给
施工带来的困难，我们调整了施工计划，在主体
完成以后，屋面板盖好，这个时候在不影响里面
设备安装的情况下，钢结构外立面施工和里面设
备安装同时进行，原计划4月 1日设备安装进
场，已提前到2月15日进场安装。”圆通速递海
南区域总部及航空枢纽项目施工总负责人童卫
星说。

该项目建成后，将立足海南、面向东南亚，
打造成为集航空货运、跨境电子商贸、综合保
税、仓储物流、快递集散交换和综合办公等复合
功能为一体的“圆通速递海南区域总部及航空
枢纽基地”。同时，项目还将依托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打造国际多式联
运中心、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国际物流航运枢
纽中心。

文昌加快重点园区建设

16家企业和科研机构
入驻冯家湾产业园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我们采用智能化监控平台、循环水养殖技
术，建成后碎片化土地利用率高达80%，养殖水
体循环使用率达95%，养殖密度达60千克每平方
米，实现每亩土地年产值300万元以上！”

3月11日，冯家湾产业园养殖示范厂房2号
楼项目现场，东方农科（海南）海洋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志军这样笃定地说。当天，文昌市委主
要负责人来到施工现场考察，并现场办公，让企业
对项目未来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李志军介绍，该公司利用了产业园养殖示范
厂房2号楼现有的三层立体海水养殖条件，引入
智能渔业工业4.0养殖模式，这是一套包含了工
程学、生物学、水处理化学、现代电子信息学、现代
建筑学等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具有节地、节水、节
能、高效、环保等优点。

“我们计划建设4套智能养殖系统，预计4月
底可全部完工，届时将实现智能水质监测、物联网
视频监控、智能投饵。”李志军说。

坚持高标准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的渔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海南
省委、省政府对冯家湾产业园的要求，对此文昌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为契机，紧锣密鼓推动园区建设。

招商引资方面，目前园区引进广东海大集
团、山东渤海水产等16家养殖企业和科研机构，
已安排用地671亩，鲲诚水产等8个项目已开工
建设。

基础设施方面，目前两条主干道纬二路、经
三路已实现功能性通车，纬一路、经二路、经四
路、纬三路等5条道路正在施工；深海取水工程
项目，正在开展泵站基坑支护灌注桩施工及输水
管道焊接；核心区尾水治理项目完成了形象进度
的47%。

“要统筹考虑园区土地供应、环境要求、水
电路保障等因素，持续在项目高质量推进、加快
招商引资、提高养殖户收益等方面下足功夫，以
提升渔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全省乃至全
国的水产养殖区打造样板。”文昌市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 （本报文城3月13日电）

我省智慧金融综合服务
平台已放款近1.4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彭
一鑫 蔡君宜）近日，洋浦凯恩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林志伟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在海南省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的牵线下，企业很快
就跟银行成功对接，并通过纳税信用
评级获得了建行洋浦分行的100万元
低息纯信用贷款。

海南省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去
年由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推出。我
省以该平台为抓手，通过智慧融资服
务，为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精准
画像，智能匹配金融产品，提升企业获
得信贷便利度。

截至2022年3月8日，平台已有
55家金融机构入驻，包括银行机构52
家，担保机构3家；上架78款金融产
品，包括信用类、房抵类、知识产权抵
押等产品，其中信用类占比43.6%；注
册企业235家，融资申请4.83亿元，实
际放款近1.4亿元。

海口“蓝海汇”已与
180家服务机构签约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廖
臻珍 实习生张梦真）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以下简称
海口投促局）获悉，该局发布的“蓝海
汇”自贸港全产业链招商服务平台，已
累计与金融、法律、咨询、行业协会等
8类180家境内外专业服务机构签订
合作协议，通过海口市国际投资单一
窗口，实现线上线下服务联动。

同时，海口投促局积极筹办“蓝海
汇”品牌系列活动，其中“蓝海汇”自贸
港招商引资课堂为政府、企业和社会
专业服务机构搭建了合作交流的新桥
梁，实现了全产业链招商与企业全生
命周期服务“双驱动”。

此外，海口投促局还牵头整合产业
招商专班、省市营商环境专班、12345
政务平台等相关方面资源，打造自贸港
招商引资服务集成平台，已经为中旅集
团、中免集团、阿里巴巴等274家总部
企业或重点企业提供总部企业申请、企
业购车购房、商事登记、子女教育、人才
落户等11项服务500余次。

海南拟评定新一批省级幼儿园

11所幼儿园达到标准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日前，

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晋级的17所幼儿园进
行了等级评定，共有3所幼儿园达到省示范幼儿
园标准、8所幼儿园达到省一级幼儿园标准。近
日，省教育厅对评定结果进行公示。

其中，海口市龙华区中心幼儿园秀峰分
园、海口市卫生幼儿园（滨江园）、儋州市第一
幼儿园达到省示范幼儿园标准；万宁市幼儿
园、万宁市兴隆中心幼儿园、东方市感城镇公
爱幼儿园、定安县机关幼儿园、屯昌县幼儿园、
屯昌县枫木镇中心幼儿园、昌江润和教育实验
园、乐东黎族自治县幼儿园达到省一级幼儿园
标准。

公众如对评定结果有异议，可通过来电、邮件
等形式向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提出。以单位名义
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提
出异议的，应当签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联系电
话：0898-65230825；邮箱：65230825@163.com。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尤
梦瑜）海南日报记者3月13日从海南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获悉，海南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水上运动部原副主任兼
海南省冲浪队主教练马福来于2022
年3月11日下午突发急病，医治无效
去世，享年53岁。

据介绍，3月11日，马福来在万
宁国家冲浪训练基地照常工作，午饭
后安排工作期间身体出现不适。基
地工作人员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将其送往附近医院。途中情况紧急，
马福来经抢救无效离世，医生初步诊

断为主动脉夹层破裂。
马福来，男，1969年6月出生，河

南汝州人，汉族，大专学历，1989年
参加工作，国家级教练，生前任海南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水上运动部副主
任兼任海南省冲浪队主教练。
2009年获得海南省“先进工作者”称
号；2013年被海南省人民政府记一
等功；2016年获评省突出贡献专家；
2020年入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2021年，海南省政府通报表扬
第32届奥运会和第14届全运会先
进集体和个人，马福来获先进个人

称号。
马福来本人起初为皮划赛艇

运动员，上世纪90年代来到海南，
自此长年扎根在海南水上运动事
业一线，培养出多位出色的水上项
目运动选手。在马福来的执教下，
帆船 470 级项目（双人）运动员王
伟东、邓道坤，蓝浩、汪超以及冲浪
项目运动员黄莹莹、邱灼获得全运
会冠军。

“在被抬上救护车的一刻，他还
不忘叮嘱安排训练！”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相周介

绍，马福来教练生前曾先后任海南
省帆船、冲浪项目主教练，并带领海
南队在帆船、冲浪项目全运会比赛
中获得了4枚金牌，在海南体育史
册上留下荣耀佳绩，为海南体育事
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马教练在业务
上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时时刻刻都
在思考训练、钻研技术，最终成为大
家口中的‘金牌教练’。全院教职员
工将学习榜样、继承遗志、发扬精
神，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
跑，续写海南体育事业新辉煌。”王
相周说。

海南省冲浪队主教练马福来因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离世前还不忘叮嘱安排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