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6月
26日讯 （记者罗
霞）第二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第二届
消博会）将于7月
26日至30日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目前正在接
受参展商、采购
商、专业观众和媒
体的报名。获得
第二届消博会通
行权限的渠道有
四种，欲参会和观
展者可通过这些
渠道报名。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口各相关职能部门正全力做
好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
下简称第二届消博会）保障工作，目
前已安排100家重点接待酒店，完成
1187名志愿者招募。这是6月26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第二届消博会服务
保障工作调度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第二届消博会重点接待
的酒店共100家，总计房源2.2万余
间，涵盖海口和澄迈地区。为提升重
点接待酒店服务品质，展示良好形
象，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已
举办4期服务质量提升培训班。

同时，海口将在消博会期间举办
系列旅游文体消费配套活动，让全国

参展商和市民游客感受海口的消费
魅力和时尚品位。其中，海口将举办
游艇展活动，主展区设在海口市国家
帆船基地公共码头游艇展区，总面积
共18万平方米，计划开展游艇亚洲
首秀、水上自行车亚洲首秀等7场活
动。截至目前，已有12个国家和地
区的50个游艇品牌，约170艘船艇

确认参展。
在公共交通保障方面，海口将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片区公交线路现
状进行进一步梳理，通过加大常规线
路发班密度至8分钟/班、调整部分
线路走向和站点、开通消博会专线等
方式，加强公交车保障；指导出租车
企业做好消博会期间的出租车运力

保障工作；调整消博会期间市域列车
运行图，满足开馆前90分钟、闭馆后
60分钟人员的乘车需求。

在通信方面，海口计划选派9台
应急通信车予以现场保障。经测试
优化，场馆4G容量可满足12.6万名
用户，5G容量可满足9万名用户通
信信号需求。

海口部署全力做好第二届消博会保障工作

上千名志愿者将上岗迎八方宾客

4种渠道接受消博会参会和观展报名
消博会官网

前往消博会官网（https：//www.hainanex-
po.org.cn/），点击“报名”按钮，根据需求，选择
对应选项（普通观众可选择“专业观众”选项），进
入注册页面，进行自主申办证件

证件通行时间为2022年7月26日至30日

参展商、采购商邀请

由组委会统一安排，获参展商或
采购商邀请者，可申办证件

证件通行时间为2022年7月26
日至30日

消博会APP或微信小程序

下载消博会APP或使用微信小程序购买单日票（仅支持中国大陆身份证
持有者购买），凭身份证原件入场，开售时间可留意官方公告

门票通行时间为2022年7月29日、30日

现场办理

前往第二届消博会注册及证件管理中心现场申办临时通行证（仅支持海
外护照持有者申办）

证件通行时间为2022年7月27日至30日
申办时间：7月10日至7月29日9：00至17：30；7月30日9：00至16：30
申办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66号梦享龙腾湾1栋注册及

证件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898）68651132；（0898）68657170

本省新闻 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检校：李彪 邝才热A04 综合

■■■■■ ■■■■■ ■■■■■

“六水共治”作战图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曹柳）每当夜幕降临，海
口江东新区回迁房项目汇泽园、汇兴
园、汇福园建设现场灯火通明，灯光下
都是忙碌的身影，项目建设者们正全
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
投入使用。

24日晚，海南日报记者在位于海
口江东新区琼山大道西侧的汇泽园项
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各楼栋进
行模板安装、主体钢筋绑扎、叠合板吊
装以及混凝土浇筑、二次结构隔墙板
等多工序施工。该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7栋住宅建筑均建至10层以上，
正在向主体结构封顶目标加快建设。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局
部已施工至22层，按计划将于12月
底完工。”汇泽园项目经理符刚介绍，
项目实行全工序交叉施工，争取在主
体封顶的时候，二次结构工序完成
80%。同时，样板间也已开始装修施
工。据了解，项目现有施工人员约
600名，夜间施工人员近300名，目前
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近50%。项目
通过交叉施工作业的方式抢抓工期，
计划于7月中旬实现1#楼、2#楼主体

结构封顶。
“项目一直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多

措并举加强对在建工地管理，让文明
施工成为常态。”符刚介绍，汇泽园项
目按文明施工工地标准落实“六个百
分之百”和“三个全覆盖”的施工要求，
在安全、文明、环保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在连日的高温天气下，项目也实
行了防暑降温应急演练等相应的应急
措施。据悉，汇泽园项目建成后，将提
供 7 栋回迁住宅及 2 栋商业楼，为
1050户回迁家庭圆安居梦。

当晚，在汇兴园项目现场，15台

吊机同时运转、吊臂缓缓旋转，近600
名夜间施工人员有序分布在不同位置
开展作业。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干
劲十足，有的在检查钢筋的绑扎，有的
在吊机下面熟练地挂钩、指挥，施工现
场井井有条。目前，汇兴园项目总体
形象进度完成19%，预计7月中旬可
实现17栋楼全面出“正负零”。

距离汇兴园项目不远处就是汇福
园项目，18台吊机同时运转的场景蔚
为壮观，500多名夜间施工人员坚守
岗位，不同设备轰鸣作业。

为了追赶项目进度，该项目采取

交叉施工方式，底板钢筋绑扎、叠合板
吊装、楼板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多
个工序同时进行，目前部分楼栋已施
工至6层，总体形象进度完成20%。
预计7月中旬可实现18栋楼全面出

“正负零”。
据悉，汇泽园、汇兴园和汇福园

项目均严格按照安全文明工地标准
组织施工，严格落实进度、质量、安
全、环保等各方面保障措施，科学合
理推进施工，保证质量抢抓进度，确
保让5000多户涉征居民早日住上满
意的回迁房。

海口江东新区回迁房项目建设有新进展

挑灯夜战施工忙 跑出建设“加速度”

三亚发布第1号总河湖长令

排查整治
5类水污染隐患问题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记者徐慧
玲）三亚日前发布了第1号总河湖长
令，三亚相关部门自6月16日起至12
月31日，在全市开展水污染隐患排查
专项整治工作，切实落实水污染防治
任务，维护河湖生态安全。

本次排查整治范围重点为三亚全
市河湖，全面摸清和清理整治水污染隐
患的突出问题，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销
号一处。三亚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明确
了目标任务，在7月15日前，三亚有关
部门将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信息
完整、问题准确，落实责任分工和时间
节点，明确责任人，逐河逐湖建立问题
清单；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专项行动
任务，逐步改善河湖水生态环境质量。

此次主要排查整治5类水污染隐
患问题，包括入河非法排污口；末端截
流导致用水高峰期或旱天时，污染物溢
流入河的设施及排口；非法的水产养
殖、畜禽养殖场、屠宰厂(场)、养殖专业
户和农户散养，养殖污水及粪污通过各
种渠道排入河道；河道管理范围内乱扔
乱堆垃圾，倾倒、填埋、贮存、堆放固体
废物或污染水体的物体；船舶废弃物、
废污水、油污直接或间接排河。

据悉，三亚各区、育才生态区总河
湖长是该行政区域排查整治工作的总
负责人，将把水污染隐患突出问题排
查整治作为巡河履职的重要内容。同
时，三亚各区政府及育才生态区管委
会将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图片、无人机
航拍、人工巡查等多种手段开展全面
排查，建立清单台账，并逐项制定整改
措施、完成时限，明确责任人。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市河长制办
公室将采用明察暗访等方式，对排查
整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督过程、督细
节、督实效，并把水污染隐患突出问题
排查整治工作纳入河湖长制2022年
度考核，对问题隐瞒不报，整改弄虚作
假，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工作组织不
力的单位和个人，将按程序严肃问责。

保障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海口首个防范房地产风险
巡回法庭成立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川凡）6月23日，海口首个防范房地产风险巡回
法庭在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揭牌成立。

据了解，防范房地产风险巡回法庭审判团队
由琼山区法院的审判骨干力量组成，依托巡回法
庭的平台，对涉房地产相关案件集中精干力量审
细审好，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对行业稳定发展的作
用，及时有效化解房地产纠纷风险，维护海口房地
产市场秩序，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据悉，防范房地产风险巡回法庭成立后，将快
速高效解决房地产相关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房地产
开发合同纠纷等类型案件，保护购房者、房地产开
发经营者及房地产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我省开展“政企面对面”之
厅局长接待日活动

企业有“诉求”
部门秒“接单”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成
睿熙）作为一家直销企业，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每月需定期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备会
议、培训等工作计划。“每次至少要跑两个部门，太折
腾。”日前，我省“政企面对面、服务心贴心”之厅局长
接待日（市场监管专场）活动现场，该公司外事部主
任李锐提出诉求，“报备流程能不能再简化？”

“可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当场
给出解决方案——通过完善“直销监管平台”，今
后直销企业通过平台申请账号和登录密码，按流
程录入相关信息，即可完成网上备案。

“一趟也不用跑，太棒了！”诉求立时办结，这
让李锐不禁竖起大拇指。

当天，由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联
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知识
产权局举办的这场厅局长接待日（税务专场）活
动，通过主动邀约与公开征集相结合的方式吸引
21家企业代表到场。

“物业管理企业是否有必要分别在每个小区
物业办公室注册分支机构？”

“目前我省的药检资源有限，可否考虑成立第
三方检测平台满足企业需求？”

“针对企业的专利许可或专利转让，是否有对
接资源可提供？”

……
围绕市场准入、信用监管、食品安全、产品质

量、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药品与医疗器械监管等
问题和需求，相关部门现场“接单”，引得企业代表
敞开心扉、竞相发言，甚至出现“抢麦”现象。

从解读政策到一对一答疑解惑，当天活动持
续3个小时，现场解决了一批企业诉求。而对于
一些现场不能立刻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也“照单
全收”，并与企业约定会后继续跟踪解决。

“企业反映的一些问题，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查
漏补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该局将通过清单化办理、闭环式管理，确保
将解决个性问题和破解共性问题相结合，让“问题
清单”变成“实事清单”“满意清单”。

3年，这片荒地崛起儋州新地标

省第六届运动会将于8月19日至8月30日在儋州
举行。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是本次省运会的主
场馆，也是举办开闭幕式的场馆，目前已经投入使用。

昔日一片荒地，如今已是儋州城市新地标。据悉，
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位于那大镇北部湾大道与
中兴大街交汇处，三个比赛场馆整体呈“品”字形排列，
总投资14.6亿元，用地面积24.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0.2万平方米，于2019年7月18日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2020年6月3日，
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
馆”项目建设现场。

➡ 2021年3月4
日,儋州市体育中心“一
场两馆”雏形尽显。

20222022年年66月月44日日，，已投入使用的儋州市已投入使用的儋州市
体育中心体育中心““一场两馆一场两馆””气势恢宏气势恢宏，，独具特色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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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机器人竞技挑战赛
海南选拔赛海口举行
110名中小学生参与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赵优）6月25日至
26日，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少
年硅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创意机器人竞技挑战赛海南省选拔赛在海口举行，
吸引了来自海南各中小学的110名学生积极参与。

作为教育部白名单的自然科学素养类赛事之
一，“少年硅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成果展
示大赛”主要面向“少年硅谷”公益项目校和“少年
硅谷”公益项目——“手拉手计划”合作校的在读学
生，立足公益普惠，服务学生和教学，最大程度降低
学生参赛开支和门槛。此次创意机器人竞技挑战
赛海南省选拔赛设置了三个级别赛事，分别为小学
初级组、小学高级组、初中组。赛事包含了对选手
在机械设计、3D打印、电路搭建、逻辑编程等多个
领域知识技术水平的检验机制，既能满足对参赛选
手专业水平的检验，同时也为广大青少年在人工智
能领域打造出了一个赛事交流平台。

市民游客再添消费打卡地

海口万象城开业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郭萃）6月26日

上午，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国贸片区金贸东路的海
南首座万象城正式开业，为市民游客再添一处消
费打卡地，有望带动海南消费提质增效。

据了解，海口万象城商业面积达11.35万平
方米，项目商业楼层共计6层，包含购物、餐饮、休
闲娱乐等丰富业态。其中在品牌入驻方面，海南
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口万象城60%为首进海南的
品牌，引进海南首家lululemon、华南面积最大全
品类丝芙兰门店、Olé全国第100家店、万象影
城、华南首家千平华为智能生活馆、海南首家黑标
西西弗书店等。餐饮方面，海口万象城引进莆田、
湊湊火锅、泰香米、M Stand、Peet’s coffe等30
余家首进知名餐饮。

海口万象城开业在助力我省“首店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推动消费提质增效，有力提升了城市商
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