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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特别报道正是扬帆搏浪时

新闻发布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昂
颖）6月24日，2022海南自贸港女性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海南日报记者
在大赛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赛
总奖金达96万元。比赛相较往年，
在原有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基础上，行业领域增加了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同时还新增了省外
邀请赛。

省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种润之
介绍，大赛以“一场大赛+九项配
套+一项提升计划”的模式进行，推
出妇女创新创业系列服务活动，将

持续至9月。其中，“九项配套”包
括召开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会，
举办女性创业成果展示集市，开设
女性创业栏目《创业海姑娘》，开办
女性创业培训学校“凤凰商学院”，
设立女性创业资源对接平台，建立
女性创业导师智库，开展大赛整体
宣传服务，成立海南女性发展促进
会和培树海南省巾帼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提升计划”包括开展“陪
伴成长”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品牌提
升计划。

大赛分为省内赛和省外邀请

赛。省内赛分为三组，包括创新组，
企业工商注册时间1年以上不超过
10年；创意组，工商注册时间不超过
1年（含1年）；手工组，在海南从事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手工
设计、制作、服务的企业和团队均可
报名参加比赛；省外邀请赛单独成
组，参赛对象将扩展到泛珠三角区
域。省外其他地区工商注册时间不
超过10年。

大赛包括赛前培训、初赛、半决
赛培训、半决赛、决赛培训、决赛、项

目推介及颁奖典礼等阶段。值得一
提的是，大赛在颁奖典礼上特设项目
推介环节。资本投资人、渠道合伙人
将与优秀项目企业串联，形成创业生
态闭环，有望助力项目更快地实现转
化和落地。

此外，根据往年办赛经验，大赛
组委会加大了创业课程学术含量。
目前，大赛已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创新创业中心达成合作意向，为大赛
提供学术支持等。

据悉，大赛报名通道已开启，参
赛者可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海南网络

广播电视台（http：//www.hnntv.
cn）进行报名，并将参赛项目的相关
材料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
hnncds2022@vip.163.com。 报 名
截止日期为8月10日。

2022 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
业大赛由省妇联、省委人才发展
局、省旅文厅、省工信厅、省人社
厅、省乡村振兴局、省总工会、团省
委、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等部
门主办，各市、县、自治县妇联等单
位协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
视承办。

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大赛总奖金达96万元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孙
慧）6月24日，海南2022年“雨林与
您”体验活动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
行，该主题活动将举办研学、科普、
康养、游憩等各类体验活动45项，
展示热带雨林“山、林、人”的魅力，
邀请社会公众走入雨林、认识雨林、
体验雨林。

本次“雨林与您”体验活动的主
题是“珍惜热带雨林，醉享雨林时光”，
时间跨度为全年。相关部门在坚持

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在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一般控制区和周边雨林景区、景
点科学合理开展自然教育、森林康
养、休闲度假、生态科普和野生动植
物观赏等系列活动，引领普通民众认
识雨林、亲近雨林、珍惜雨林，传递国
家公园理念、传播热带雨林知识。

“雨林与您”体验活动计划连续
开展五年，每年选取一个主会场，引
爆一个雨林体验目的地。通过活动
的持续开展，系统地将“雨林与您”

打造成为热带雨林的文化品牌。体
验活动实行“1+N”模式：1即每年主
推1个目的地，N为每年设立N个分
会场、推出N项雨林云上体验之旅、
N项雨林科普研学之旅、N项雨林创
作体验之旅、N 项雨林康养体验之
旅、N项雨林休闲体育之旅、N款雨
林文/农创产品开发、N条雨林体验
线路。

2022年的“雨林与您”体验活动
主会场将设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五指山片区，承办单位为五指山市
人民政府。同时，在国家公园霸王岭
片区、吊罗山片区、尖峰岭片区、鹦哥
岭片区、黎母山片区、毛瑞片区以及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三亚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景区、七仙岭
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琼中百花岭热带
雨林文化旅游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
物园等设分会场，几乎涵盖海南主要
的热带雨林旅游景区景点。

2022 年“雨林与您”体验活动

主会场开幕式计划于10月11日在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开幕。活动
内容包括“雨林好时光”文艺演出及
系列活动、4项雨林云上体验之旅、
5项雨林人文体验之旅、6项雨林科
普研学之旅、4项雨林创作体验之
旅、2项雨林康养之旅、2类雨林文/
农创产品开发推广、3项雨林休闲体
育之旅、多项雨林花式体验之旅等
内容。同时将在各相关市县分会场
也开展活动。

我省启动“雨林与您”体验活动
45项活动邀请您来体验雨林魅力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徐静东）5月以来海南多个
市县陆续进入夏季流感高发期，这一
轮流感来势迅猛，给市民朋友特别是
中小学生带来了一定影响。为何海南
近期流感高发？对此，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了海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副所长邱丽。

邱丽表示，首先是流感优势毒
株的转换。2021年 7月底以来，海
南一直未监测到A（H3N2）亚型流
感病毒，5 月中旬海南流感病毒优
势毒株从原来的Bv亚型迅速转变
为 A（H3N2）亚型，而甲型流感具
有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等特点，
导致了流感人数的增长。其次，人
群免疫水平较低。过去两年多，受
新冠肺炎防控的影响，戴口罩、勤
洗手、少聚集等非药物干预措施的
采取，包括流感在内的呼吸道传染

病发病水平大幅降低，同时由于人
群流感感染率大幅降低，免疫水平
降低，导致易感人群大量积累。第
三是气候原因，海南既往存在春夏
季（3 月至 6 月）流感流行高峰，今
年海南夏季较往年来得晚，因此春
夏季流行峰有所推迟。第四是学
校等集体单位由于人员聚集，一直
以来是流感等传染病的易发场所，
当出现感染者，容易造成小范围的
聚集性发病。

据悉，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
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性强、
传播速度快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
感病毒分为甲、乙、丙、丁四型，目前感
染人的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中的A
（H1N1）pdm09和A（H3N2）亚型及
乙型流感病毒中的B（Victoria）和B
（Yamagata）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甲流、乙流。

流感发病率高，全人群普遍易
感。主要通过患者打喷嚏和咳嗽等飞
沫传播，也可通过接触患者的口腔、鼻
腔、眼睛等黏膜传播。接触被病毒污
染的物品也可引起感染。

感染流感的症状有哪些？主要表
现为发热、咳嗽、咽喉痛、头痛、肌肉
痛、畏寒、寒战、疲倦、食欲减退，部分
患儿还会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多
数患者于发病3至4天后体温逐渐消
退，全身症状好转，但咳嗽可持续1至
2周。肺炎是流感最常见的并发症，
其他并发症包括急性心梗、脑卒中枢
神经系统损伤等。

5 岁以下儿童、60 岁以上老年
人、有基础疾病如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心血管系统疾病（高血压除外）、
肾病、肝病等人群、孕妇等感染流感
病毒后较易发展为重症病例，需要提
高警惕。

我省开展食品安全
“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

今年前5月处置
风险问题1357个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扎实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
全”专项行动。截至5月底，全省累计检查各类食
品生产经营主体23193户，发现风险问题1479
个，处置1357个，完成处置率达91.8%。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涉及食用农产品的，属地
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相关品种的监管力度，督
促市场开办者和入场销售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做好不合格产品的核查处置和溯源工作，
及时将有关信息通报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或输入地
市场监管部门，并主动跟进调查处置情况，形成工
作闭环。

对于检出不合格问题较多或被投诉举报次数
较多的企业，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调高相关企业
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级，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
象，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并督促企业及时查明原
因，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海口住建行业党委成立
积极探索社区物业
党建联建新模式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刘亮武）6月24日，在海
口市委组织部和市住建局的共同推动
下，海口住建行业党委揭牌成立。该
党委的成立，是海口市社区物业党建
联建工作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为积极
探索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新模式、提升
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物业服务参差不齐，物管矛盾纠纷
不断……这些关系城市群众安居乐业的
堵点问题，是物业行业主管部门急需破
解的难题。”海口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

海口市物业协会会长高平认为，当
前建筑业、房地产、物业管理等住建领
域行业党建工作薄弱，特别是物业服
务行业乱象频发，依托行业部门建立
行业党组织，统一指导行业党建工作是
一种趋势，也是各行业协会所期盼的。

据了解，海口市委组织部有针对
性地部署加强社区物业党建联建工
作，已初步拟定了20个党建示范点，
同时，正准备出台《关于加强社区物业
党建联建工作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
的若干措施》《海口市物业服务企业信
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指导引领社
区物业党建联建工作。

海口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海口力争打造出一批较有影响
力的“红色物业”党建示范点，通过“上
下联动、示范带动、互联互动”，形成大
抓社区物业党建联建工作新格局。

我省公布第一批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
及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保存种质资源超13万份
本报讯（记者孙慧）近日，省林业局组织开展

了第一批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和省级重点林木良
种基地确定工作，在各市县林业主管部门推荐及
有关单位自行申报的基础上，经现场查验、专家评
审和公示，确定并公布我省第一批省级林木种质
资源库和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第一批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有17个，保存种
质资源份数130850份，在海南岛东部、南部、西
部、北部、中部都有分布，其中综合库9个，单科、
单一树种种质资源库6个，花卉类种质资源库2
个，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的植物主要有热带树种、
竹类、棕榈类、药用植物、香料饮料作物、椰子、茶
树、三角梅、白木香等。第一批省级重点林木良种
基地有7个，分布在海南岛北部、西部、南部、中
部，主要生产的良种有橡胶树、椰子、油茶、三角
梅、加勒比松、秋茄、红海兰等。

接下来，省林业局将把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
及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建设成为林木种质资源
的收集保存基地、良种选育及生产中心、科学研究
的合作交流平台和科普教育的展示窗口。

第一批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有 17个
保存种质资源份数 130850份
在海南岛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都有分布

其中综合库9个
单科、单一树种种质资源库6个
花卉类种质资源库2个

省重点园区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现场交流观摩会举行

本报椰林6月24日电（记者王迎春 通讯员李
旭洋）6月24日，海南省2022年重点园区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现场交流观摩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
观摩地点为中建五局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
验区图书馆（暨国际学习中心）项目现场。活动旨在
进一步强化海南省重点园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
理，提升重点园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创新
实施的综合监督和综合验收，是重点园区建设管
理模式上的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同时充分发挥
了重点园区管理机构体制机制上的部分优势，在
强化了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
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

海南首次颁发绿色电力“双证”

绿电有了“身份证”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朱玉 宋印官）6月24日，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联合
广东、广西、昆明、贵州、海南电力交易中心在南方
五省区共同举办题为“服务‘双碳’目标，绿电见

‘证’未来”的南方区域绿色电力交易首批绿证颁
发仪式。海南电力交易中心向博鳌亚洲论坛酒店
颁发了海南绿色电力“双证”——绿色电力证书和
绿色电力消费凭证。

“向电力用户颁发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
消费凭证是南方区域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建设的重
要内容，本次证书颁发标志着南方区域绿色电力
交易机制实现全流程贯通。”海南电力交易中心相
关负责人陈孝文说。

据悉，绿色电力证书是国家给发电企业颁发
的可交易的、能兑现为货币收益的凭证。电力用
户通过向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同时获得绿色
电力证书。绿色电力消费凭证详细记录了每一度
绿色电力的交易、售电、生产、消费、结算等各环节
数据，可实现绿色电力的全生命周期追踪溯源。

“对外贸企业来说，这个凭证还有利于提升产品的
国际竞争力，是更好进入欧美市场的‘通行证’。”
陈孝文说。

“这次颁发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完整展示了
我们消费绿色电力的全过程信息，也支持二维码
溯源查询，满足了企业的绿电消费认证需求，对提
升企业形象和竞争力也有很大帮助。”博鳌亚洲论
坛酒店工程部副总监欧阳青伦介绍。

流感优势毒株转换、人群免疫水平较低……

专家解释为何海南近期流感高发
如
何
预
防
流
感
？

日常防护措施，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
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

勤洗手，尽量避免触摸眼睛、鼻或口；均衡饮
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等

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免去人群
聚集场所。环境密闭、人群密集、通风不良场所、医疗机构等及与他人近
距离接触时应正确佩戴口罩

勤通风，家中、托幼机构、学校班级等场所每天尽可能保持开窗通风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发生
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出现流感样症状后，应避免带病上班、上学，接触家庭成员时戴口
罩，减少疾病传播。儿童、老年人、有基础病、孕妇等人群出现症状需提
高警惕，根据病情需要及时就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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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由海南省海上搜
救中心主办，八所海上搜救分中
心承办的2022年海南西部载运
危险货物船舶海上综合应急演练
在东方市八所港举行。演练模拟
情况为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满
载原油的“天鹰座”轮在进靠八所
港第二装卸区时与载运碳酸二甲
酯的“远东德铭”轮发生碰撞。图
为参演的中信海直直升机从空中
开展污染物入海险情消除工作。

图/文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张斌斌

海上综合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