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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园区·看变化

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2009年开工建设，总体规划面积15.58平方公里，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是承接海南自贸港先行政策的11个重点园区之一。2021年，园区收入近
2000亿元，税收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164.6%。

目前，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累计注册企业1万余家，腾讯、百度等龙头企业分公司相继落户。园区花园式办
公环境，为产业人才打造集工作、居住、教育、商务、休闲等于一体的“微城市”功能配套。

本组图片均由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5月31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企
业服务超市内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服务“单一窗
口”（澄迈），工作人员为引进人才办理落户业务。

5月31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中
电联合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在工作。

5月31日，俯瞰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

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软件园：

产业人才集聚新高地

建设自贸港

■ 本报记者 高懿

5 月 30 日，位于澄迈老城美仑
河畔的海南生态软件园一期内，林
木郁郁葱葱，一栋栋造型别致的写
字楼藏身于此。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数字服务产业基地的写字楼里，
海南众合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众合天下公司）员工正在各自
岗位上忙碌着。

作为海南数字经济服务龙头企
业，众合天下公司自2019年 4月正
式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我们与
园区共建‘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服
务产业基地’，为园区入驻企业服
务，目前已有10余家企业平台入驻
基地。”众合天下公司总经理张轶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21年，众合天下公司借助自
贸港优势加快发展，业务营收较
2020年增长近50%，占公司全国业

务的一半。张轶说，该公司重点服
务对象包括平台型经济、共享经济
以及各类智能经济在内的数字经
济产业，主要为相关产业的优质企
业提供“一站式”落地服务方案，助
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如今，海南生态软件园聚集了
包括腾讯、百度、字节跳动在内的
多个 互联网平台型企业 的分 公
司。为解决平台企业、自由职业
者、税务管理部门三者之间征纳

“两难”的矛盾，澄迈县税务局与众
合天下公司创新联动，打造“税务

信息共享模式”，进一步降低税务
登记成本、优化税收征管模式、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大大降低平台经
济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盈利空间、
增加平台经济就业岗位、强化平台
经济发展潜力。

“‘税务信息共享模式’通过以
‘平台管平台’‘数据管数据’等方
式，将原先散布在市场上的经济数
据汇集纳入税收监管平台，让数据
多跑网路，让人少跑腿。”张轶告诉
记者，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离不
开人才，以技术为载体、为人才提

供服务，是该公司作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者、参与者的重要体现。

“数字经济时代，供需关系变化
带来新的场景和需求。《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来，
我们更加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前
景，将进一步加大在海南数字服务
产业方面的投资。”张轶说，未来，
该公司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规
划，深挖企业实际需求，重点布局
数字经济服务产业和跨境服务贸
易两大板块。

（本报金江5月31日电）

海南众合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轶：

发挥创新优势共建数字经济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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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周南青）子弹
上膛，握枪瞄准，一击即中！射击场上掌声四
起。日前，省司法厅组织的警衔晋升培训班增设
实弹射击科目，同时合理编配体能课目。这样

“理论+实操”的课程组合，有效实现了参训民警
战斗素养的整体提升。

“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以下简称“活动”）开展以
来，省司法厅聚焦队伍专业化、革命化、正规化、
职业化建设要求，紧扣不同警种、不同岗位实战
需求，以点带面推动全员学、考、赛、比、演、练、
帮，倒逼干部从“本领恐慌”转变为“行家里手”。

省委在今年年初部署开展活动后，该厅立即
创新建立了“能力提升微考堂”网络答题平台，以
答题得分竞赛排榜方式组织干部实名在线答题。

让省琼山监狱五监区民警刁运梅受益颇多
的是每月一次的专项演练活动，“通过演练，我
们能找到预案和程序可能存在的缺陷漏洞，提升
自身的应急处突、自我防护能力。”

同样的练兵、比赛在我省司法行政系统如火
如荼地开展。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省司法厅将在实战化大培训、专业化大练
兵、特色化大比武上持续发力，着力锻造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司法行政干部队伍，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以专业大练兵
促能力大提升

倒逼干部从“本领恐慌”
到“行家里手”

海知所上线“专利开放
许可交易平台”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今年以来，
省知识产权局积极指导和推动海南国
际知识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海知
所”）开展专利开放许可试点。日前，
海知所上线“专利开放许可交易平
台”，首批挂牌上线12项专利。

“专利开放许可交易平台”可以展
示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情况，包括专利
号、专利内容、许可范围、年限及费用
等。有意向的专利权人可下载许可声
明和开放协议，经过受理、审查后，平台
将对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进行发布。

我省今起再次降低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价格

单人单检最高不超过15元/人份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记者孙慧）5月 31

日，省医保局、省卫健委联合印发《进一步降低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项目价格的通
知》（下称《通知》），明确我省再次降低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价格，自2022年6月1日
零时起全省统一执行。

《通知》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单人单检
价格（含检测试剂）降至最高不超过15元/人份，
混检价格（含检测试剂）不区分样本数量（即不限
人数）降至最高不超过4元/人份。

同时，由我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新型冠状
病毒抗原检测服务按照“价格项目+检测试剂”的
方式收费，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价格项目”调
整为每人份不高于2元，“抗原检测试剂（含采样
器具）”按照零差率销售，“价格项目+检测试剂”
的总费用不得高于6元/人份。

新海港⇌徐闻港
开通小客车过海专班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郭萃）记者5月
31日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获悉，6月1
日起，新海港⇌徐闻港将开通小客车专班，通过为
小客车提供专项服务，提高琼州海峡通行效率。

记者了解到，“小客车专班”每日将开通4个
航次，分别为每日10：30、14：30在新海港准时发
班，每日11：05、14：05在徐闻港准时发班，船舶
海上航行时间约90分钟；航班只配载小客车、旅
客，不配载货车、大客车和其他车辆。车辆到港安
检后，旅客按工作人员指引和现场标识的引导，进

“小客车专班”专用车场待渡。
据悉，为提升司机、旅客乘船体验，“小客车专

班”都将选用公司大型船舶执行运输，船舶均配有
咖啡厅、精品服务团队，部分船舶还配有软坐垫座
椅、船舶电梯、商务舱等。

旅客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微信
公众号，在购票页面会以特殊标记标明“小客车专
班”，按购票流程提前购买即可，需要搭乘“小客车
专线”航班的司机、旅客，请至少提前60分钟进港
待渡。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王
培琳）5月31日晚，国家外汇管理局
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支持高新
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开展跨境融
资便利化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根据《通知》，海南（自由贸易

港）等 9个省（市）区域内试点额度
提高，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
便利化额度统一提高至等值 1000
万美元。这意味着，海南全省范围
内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专
精特新”企业可在1000万美元额度
内自主借用外债。

2018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
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开展外债便利化试点，允许中小微高
新技术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
外债，不受净资产规模较小的限制。
此后，国家外汇管理局逐步将该试点
范围扩大至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武汉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广东及深圳（粤港澳大
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9个省
（市）。

此次《通知》内容包括：一是扩
大试点地区范围，从前期 9 个省
（市）的特定区域推广至 17 个省

（市）的所有区域；二是扩展试点主
体类型，在高新技术企业试点的基
础上新增“专精特新”企业；三是提
高试点额度，已开展试点的 9个省
（市）区域的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
企业便利化额度统一提高至等值
1000万美元。

符合条件的海南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

可在1000万美元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蒙思奋）5 月 31 日，
2021年度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颁奖
典礼暨 2022 年度海南自贸港创业
大赛工作推进会在海口举行。115
个创业项目荣膺 2021 年度海南自
贸港创业大赛奖。

当天还举办海南省创业服务
“点对点”对接活动，达成园区落地
意向的有13家，其中省内项目8家，

省外项目5家；2家企业与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达成合作意向；为3家企业
提供财务税筹服务；为2家企业提供
法律服务支持；有5家企业与机构达
成初步投资意向。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由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承办的
2021 年度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
累计逾 5000 个项目参与。其中，
大赛吸引来自全省各市县、21所院

校共 4767 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
规模创历史新高；在成都、长沙、广
州举办省外赛，吸引402个省外项
目报名参赛。大赛还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举办10余场活动，为上千
人提供创业帮扶；征集第七批海南
省创业导师34人，导师总数达162
人；与 33 家创业服务、孵化、投融
资机构等联合搭建“创业超市”；新
增认定 6 家海南青年（公共）创业

孵化基地。
2021年度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

采取省内赛与省外赛并行，其中省内
赛分为乡村振兴组、综合组、院校师
生组和退役军人组。大赛中共有
115个创业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
组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项目奖；
15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10名企事
业单位创业指导者获评创业指导先
进个人。

2021年度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115个项目获奖
海口试点商业性水稻保险
每亩保额从400元提高至1800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黎其璜）近日，
人保财险海口市分公司签发我省首批商业性水稻
种植保险保单，投保人分别为琼山区红旗镇王英
明和旧州镇周业清等6位农户，投保面积121亩，
保险保障金额合计为7.26万元。

近年来，由于生产资料及人工成本逐年攀升，
造成农户种植成本不断提高，政策性水稻保险每
亩400元的保险金额，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尤其是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

人保财险海口分公司积极开展水稻商业性保险
试点，为农户定制了“政策+商业”水稻保险的解决方
案，每亩水稻保险金额从400元提高至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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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线上金融服务和产品
层出不穷，但市民朋友仍对有温度的金
融线下服务有着庞大需求。近期，邮储
银行海南省分行秉承“竭诚竭心竭力，让
客户满意”的服务理念，力求回归服务本
源，大力推行营业网点对客户“感动服
务”举措。

从一个微笑、一声问候到“感动服
务”，生动诠释着邮储银行员工的真诚态
度和优质服务，也演绎出一幕幕动人的
故事。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三亚市邮储银

行迎宾路支行的大厅里零星坐着几位客
户，而营业窗口正为客户办理复杂业务，
等候了十几分钟的王先生逐渐焦急起来。

大堂经理小李耐心解释道：“您前面
有两位客户，办理的业务比较复杂，请您
再等候一下，很快就会为您办理了。”解
释的同时，小李还主动为王先生和等候

区的客户送上茶水、安抚情绪，让王先生
的情绪缓和不少。业务办理结束后，小
李主动将王先生送到门外说道：“不好意
思耽误了您的时间，先生您慢走。”“没
事，我能理解，你们的服务态度真好！”王
先生竖起大拇指，满意离去。

阴云密布的一天，客户陈先生刚走

进邮储银行儋州市分行营业部不一会
儿，天空就下起倾盆大雨，办理完业务的
陈先生站在营业大厅看着雨势越来越
大，不由得面带愁容。

大堂经理小张主动上前：“先生，网
点备有雨伞这类应急用品，我撑伞送您
上车吧。”“哎呀，太及时了！谢谢啊。”陈

先生对网点的关怀和温馨服务非常满
意，连声道谢。

这些温暖的故事是邮储银行用心服
务客户的缩影，这样的“感动”服务，在全
省每个市县、每个网点都在延续。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邮储银行员工而言，“感动服务”

为客户提供的不仅是锦上添花，更应是
雪中送炭的超预期服务。银行业就是金
融服务行业，要回归服务本源，做好服务
工作，就要从“满意服务”到“感动服务”，
增强客户黏性，这也是邮储银行走出竞
争红海和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始终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未来将持续把为客户提供“更
贴心、更主动、更周到、更温暖、更惊喜”
的服务作为目标，竭尽全力满足客户对
美好生活的银行服务需求。

撰文/钟远 许哲

从“满意服务”到“感动服务”
海南邮储银行致力于满足客户对美好生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