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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7月 6日电 （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7月6日上午，海南
商业航天发射场项目开工仪式在文昌举
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宣布项目开工，省
长冯飞致辞。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开
工建设的商业航天发射场，致力于打造
国际一流、市场化运营的航天发射场系
统，进一步提升我国民商运载火箭发射
能力。

冯飞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商业航天

的基础性工程，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
开工建设，必将有利于助推海南科技创
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火箭链、
卫星链、数据链产业生态体系，建设世界
一流的文昌国际航天城。希望各方继续
给予大力支持，合力把海南商业航天发
射场建设好，把海南商业航天发射有限
公司发展好。海南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担
当作为，勇于创新突破，完善项目推进机
制、强化政策保障，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
环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分别作为股东代表和承建单位发
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主持
开工仪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巴特
尔，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保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央企负责
人，航天科研院所和航天领域民营企业
代表出席开工仪式。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项目开工
沈晓明宣布开工 冯飞致辞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罗霞）
海南日报记者7月6日从第二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组委会获悉，《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今年1月1
日正式生效以来，RCEP区域合作不断
深化，多个RCEP成员国将亮相第二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在成功举办首届消博会的基础上，
第二届消博会组委会制定了全球招展计
划，积极邀请RCEP成员国相关机构及
企业参会。截至目前，RCEP成员国中，
日本品牌参展面积将从首届的2000平
方米增至3000余平方米，韩国品牌参展

面积近400平方米，新加坡187平方米、
泰国495平方米、印度尼西亚315平方
米、马来西亚270平方米、越南174平方
米、澳大利亚733平方米。

在展品方面，一些RCEP成员国展
品以食品、燕窝等保健品为主。日本新
增头部化妆品品牌高丝、全球最大的渔
具制造商达亿瓦等品类，越南参展产品
包括乳制品、巧克力、咖啡等消费精品，
泰国参展产品包括水疗产品、美发产品
及香化产品等。

据了解，我省充分发挥消博会展会
平台服务企业的作用，积极加大与

RCEP参展企业对接力度，介绍海南自
贸港相关政策，扩大面向RCEP国家的
贸易投资促进和推广力度，发挥海南自
贸港政策和RCEP的叠加效应，更好带
动与RCEP国家的对外贸易、双向投资
和技术交流，推动更多RCEP成员国企
业落地海南自贸港。在RCEP背景和首
届消博会影响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将统筹日本精品企业积极挖掘
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除香化板块外，新
增食品和酒类板块参展，还将举办日本
文化表演、直播互动等亮点活动。今后，
Jetro还将不定期在海南离岛免税店或
人气商圈举办“日本跨境商品汇”“日本
节”等商业及文化交流活动。

（相关报道见A02版）

多个RCEP成员国将亮相消博会
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杨胜兴

准备的申报材料没用上，甚至根
本不需要提交，企业账户就被汇入36
万元，有这样的好事？

是真的！
这是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最近

收到的一笔钱，名叫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资金。“不用企业‘跑腿’，政府部门主动
给我们纾困解难，真是太感谢了！”7月6
日，该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吕娜激动地
说，前段时间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可以
申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正在准备
申报材料，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
局）却告知不用提交材料。

不提交申报材料，怎么能知道哪
家企业需要帮助？

“我省推行‘免申即享’政策，积极
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省就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局共享税务、社保等部门信息，通过大
数据比对，并结合平时的调研摸底，确
定拟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政策
的企业名单、类型、金额等信息，并将
企业名单及相关账户信息推送到我省
各级经办机构。

享受这项“免申即享”政策的企业
不在少数。

“11万余元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
金，直接打到公司账户上，省时省力，

政府部门真是服务到家！”海南银达国
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有关
负责人谢玉梅说，虽然受疫情影响，餐
饮业遇到了困难，但公司有信心渡过
难关，为稳就业担起社会责任。

生产包装材料的海南赛诺实业有
限公司，账户上刚到位9.17万元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资金。该公司人事主管
罗雪鹃说，在疫情影响下公司坚持不
裁员、不停产，努力为实体经济恢复发
展作贡献。

“我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工资，公
司也没有裁员。”走出繁忙的生产车
间，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员工周健
生表示， 下转A02版▶

我省推行“免申即享”政策，今年已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1.63亿元——

部门服务来敲门 企业领钱不跑腿

本报三亚 7月 6日电 （记者李梦
楠）欧美同学会第九届年会暨海归创新
创业海南自贸港峰会7月6日至8日在
三亚举行，现场设置三亚重点园区主题
展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展现三亚打造
国际旅游胜地和自贸港科创高地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效。
展示区由展馆及展示舞台构成，三

亚市旅游推广局和三亚市投促局的展示
舞台呈“S”形，通过不定时播放三亚城
市宣传片和招商宣传片，展示三亚优势
资源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三亚中央商务区、三亚互联网信息
产业园、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四大
重点园区展馆分别呈“A”“N”“Y”“A”

形，展馆内陈列了各大园区的特色资源
及产业分布，图文视频、AI互动的展示
形式备受嘉宾青睐。

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充分运用
AR和裸眼3D等技术手段，打造AR虚
拟换装、奢侈品展陈等展区，参观者通过
传感交互即可完成虚拟试妆和换装，以
科技手段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迎合新
时代消费群体行为习惯。下转A03版▶

三亚四大重点园区亮相欧美同学会第九届年会
海归携手自贸港

■ 本报记者 郭萃

连日来，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曾胜一直往返于海口国家高新
区和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忙
着为接下来的首例骨再生替代物手术做
准备工作。

苏生生物是海口高新区离岸孵化的
一家创新型企业。为了快速补充和丰富
企业的产品，该公司与瑞士一家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计划引进聚酯胶原人工骨
进行生产。

“这是一种由牛骨聚酯胶原制成的
复合材料，可用作大段骨缺损后的骨再
生。”曾胜拿着一小块如海绵的新材料告
诉记者，借助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急需进口使用”政策优势，企业可
以在博鳌乐城开展临床急需使用和真实
世界研究并开展首台手术，“在获得国内
使用数据后，我们希望能将这种新材料
落户到海口高新区进行生产。”

企业的需求映射出园区发展的方
向。当前，海口高新区加快打造“乐城应
用—高新生产”的联动发展品牌模式，实

现政策联动、功能互补、优势叠加，完善
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力争形成“前区后
厂”发展新格局。

海口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马跃表
示，“乐城政策是自贸港发展生物医药产
业的靓丽‘名片’；高新区是自贸港生物
医药产业集聚区，有着良好的产业基
础。伴随着园区内企业国际化水平提
升，企业承接国际业务的能力和引进国
际先进药械品种需求不断增强，这是我
们形成‘前区后厂’的基础。”

下转A03版▶

海口高新区与乐城先行区推进“前区后厂”联动发展模式，
已有6家企业实现产品先行先试和落地转化

园区联动实现自贸港政策优势叠加

本报三亚7月6日电（记者李磊）
7月6日，省长冯飞赴三亚调研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

冯飞一行先后前往抱坡岭、三亚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现场，实
地调研三亚市抱坡新城规划、抱坡安居
房安置房建设、第二绕城高速规划、市体

育中心“一场两馆”建设以及三亚循环经
济产业园规划建设情况。

冯飞指出，城市更新项目要以规
划为引领，加强顶层设计，实事求是
把工作做实做细，各项标准不搞“一
刀切”，守住底线红线，努力提升城市
治理水平。城市安居房建设要力求

品质到位、设计到位、配套到位。生
活垃圾和危废垃圾处理要做好存量
和增量的管理，明确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处理或资源化利用设施网络布
局，努力打造更多标杆性项目，实现
可持续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调研。

冯飞在三亚调研时要求

以规划为引领加强顶层设计 努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本报保城7月6日电（记者王迎
春）绿意盎然的山坡上，点点艳红挂缀
其间，又是一年红毛丹采摘季。海南日
报记者6日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
关部门获悉，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节活
动将于7月下旬正式启动，打响保亭红
毛丹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保亭城市
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保亭实现“三区
三地”发展战略目标。

据了解，2022年保亭红毛丹文化
节活动为期一个月，包括现代农业发展
论坛、雨林时装秀、时尚市集、露营、雨
林休闲体育等多场活动。活动期间，还
将融入“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充分发
挥嬉水节活动的品牌影响力，其中包括
特色产品美食展销、传统民俗嬉水狂
欢、民族传统体育比赛、非遗技艺展示、

下转A02版▶

全力推进特色农业产品等产业提质升级

保亭红毛丹走出“国际范儿”

本报石碌7月 6日电 （记者刘婧
姝 邵长春 通讯员王骏驰）7月5日22
时32分，在海南昌江核电基地，全球首
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型反应堆“玲龙一
号”反应堆厂房钢制安全壳上部筒体起
吊，并于6日0时8分顺利吊装就位，比
计划提前70天完成进度目标，为高质量
推进小堆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吊装的钢制安全壳上部筒体整

体高度约15米，吊装重量约720吨，是
“玲龙一号”工程单次重量最大的一次吊
装。钢制安全壳上部筒体整体由4层共
32个瓣片拼装而成，现场采用工厂化制
造、模块化施工的先进建设模式，有效节
约了施工工期，为反应堆土建结构与钢
结构协同推进创造了条件。

“玲龙一号”反应堆厂房钢制安全壳
由顶封头、上部筒体、下部筒体及底封头共

同构成，承载着反应堆厂房的完整性与密
封性功能，是反应堆重要的安全屏障。

据了解，“玲龙一号”是世界上第一个
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通用设计审
查的第三代模块化小堆。该工程于2021
年7月13日正式开工，计划总工期58个
月。目前核岛、常规岛的施工工作已经全
面铺开，正值土建施工高峰，已完成5个一
级里程碑节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玲龙一号”反应堆厂房钢制安全壳上部筒体吊装成功
系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型反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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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夜经济：

“燃”

“2022亚特兰蒂斯·超级暑假活动”启动，五大主题活动嗨玩夏天；蜈支洲岛
旅游区开启夜航模式，让游客体验海岛夜生活；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推出
“戏水派对”“非常夏日”“里约狂欢”等活动及演出……

7月，三亚紧跟市场趋势与消费者需求，通过创新、跨界合作等方式，不断丰
富夜间旅游产品供给，点燃游客夜间消费热情。图为7月5日晚，游客在三亚蜈
支洲岛旅游区体验海岛夜生活。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截至目前，今年全省 19个失业保险经办机

构（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就业局、就业服务中心）

已完成 1.5万余家参保单位的资金发放工作，共

支出 1.63亿元，惠及参保职工32.88万人

省就业部门汇总数据显示

今年海南将中小微企业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资金的返还比例提

至90%，将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

例由30%提至50%

我省普惠性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工作正
在抓紧推进中

制
图/

孙
发
强

海报

走出“馆门”
天地宽

——“跨越‘三重门’，
黎锦向未来”系列观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