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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7月12日从第二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组委会获悉，
第二届消博会国货精品馆内将设“华
夏风物”展馆，帮助优质国货品牌和
产品走出国门。

作为专注消费产业的科技集团，
值得买科技携手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将设立960平方米的“华夏风物”展
馆，汇聚石头、追觅等一批优质中国

品牌，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展示中国
品牌的成长和潜力。

“华夏风物”展馆参展品牌中，有
的富含文化底蕴，有的彰显行业尖端
科技。值得买科技将整合集团消费
全行业IP矩阵以及华夏风物全媒体
资源，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全媒
体平台，通过媒体宣传、达人探馆、抖
音等多形式和多渠道，向世界传递中
国品牌的声音，并将优化展台布置，

打造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策划系列
活动，多角度呈现品牌行业价值和产
品优势，充分展示国货品牌。

值得买科技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关注国货发展，助力民族品牌抢滩市
场，在消博会之外，探索“华夏风物”
展馆更多元的展现形式。尤其将会
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推动海南
风物IP的打造，以风物之名，讲好海
南故事。

第二届消博会有奖征集图片和短视频作品

以风物之名，讲好海南故事

消博会将设“华夏风物”展馆

海南油价13日0时起下调
92号汽油降至9.89元/升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傅
人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新闻
发布中心7月12日公布的国内成品
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分别下降360元和345
元。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调整海南汽、柴油最高零
售价格。调整后，92号汽油9.89元/
升，95号汽油10.51元/升，0号柴油
8.56 元/升，每升分别下调 0.29 元、
0.31元、0.30元。

该标准自 7 月 13 日 0 时起执
行。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
海南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
6.25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8.69元/
公斤）下调为6.05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8.41元/公斤）。

海口美兰机场
快速通道工程计划年内开工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曹柳）海南日报记者7月12日从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获悉，海口市美兰机场快速通道工程获可研
批复，项目计划年内开工。

据悉，美兰机场快速通道工程项目位于海口
江东新区，总投资约20亿元。项目北起正在建设
的海文北路，南接桂林洋互通，全长约5.367公
里，标准段红线宽度50米。其中，主线高架快速
路全长约4.792公里，标准段高架桥净宽25.5米，
车道设置为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为80公里/小
时。项目全线设置1座互通立交和3对上下匝
道，主要新建高架快速路及地面辅路、互通立交，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桥梁工程、排
水工程、照明工程及景观绿化工程等。

据悉，江东新区交通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江东
大道、白驹大道、云美大道及东寨港大道等东西向
重要干道已建成通车，但南北向交通的贯通、分流
功能有限。该项目的建设，将改善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至主城区的通行条件，同时，促进江东新区文
化交往组团、综合服务组团周边的开发建设。

美兰机场快速通道工程项目效果图。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供图）

热带观赏鱼研究与
繁育中心项目落地海南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热带观赏鱼研究
与繁育中心项目在海南落地，将由丝路集团、集美
大学共同推动建设。对此，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
建议，海南要抢占种业先机，培育水族贸易新品
种，大力发展水族观赏鱼产业。

观赏鱼产业在海南有哪些优势？集美大学水
产学院副教授王淑红给出一组数据：2020年中国
海水水族产值为13.51亿元，国内排名前五名为
——广东、山东、吉林、福建、海南。

去年12月，海南最大的热带观赏鱼（海洋生
物）中心——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开园。园内
有八大动物场馆，总水体量超13.5万吨。目前拥
有海洋生物1500种、4万余只。

王淑红认为，近年来，主要海水水族贸易品种
价格持续攀升，海南是我国海水观赏鱼唯一货源
地，海南发展海水观赏鱼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海
水水族产业发展的关键是要抢占种业先机、构建海
水水族种质资源库，形成良性的引种保护机制。海
南要充分开发我国丰富的观赏海洋生物资源，培育
水族贸易新品种，大力推动海水观赏鱼产业发展。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二季度销售额
同比增长约120%

购买件数
同比增长约155%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胥圣兰 石一涵）作为海南离岛免税重要经营主体
之一，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下简称GDF免税
城）积极推动国际高端消费品牌在海南举办首发、
首秀、首展等活动，今年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同比
增长约120%，免税购物人数同比增长近10%，免
税购买件数同比增长约155%，为全省离岛免税
市场的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第二季度，在省委省政府一系列稳经济大
盘政策带动下，GDF免税城多措并举，除了承接离
岛免税消费券外，还在“海易办”平台继续发放企业
购物优惠券，进一步形成叠加效应。同时鼓励广大
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消费，提升购物的便利性。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计划近日在海
口举办。GDF免税城将携众多海外知名品牌如
约而至，涵盖香化、酒水、美妆等多品类产品，其中
多个品牌首次亮相消博会。

琼海2家银行获批
央行支农支小再贷款示范基地

本报嘉积7月12日电（见习记
者陈子仪 记者叶媛媛）7月12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琼海有关部门获悉，全
省首批11个中国人民银行支农支小
再贷款示范基地中，琼海农信社创建

“海南白玉香健康产业园”支农再贷款
示范基地和琼海大众村镇银行创建

“琼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支小再贷款示
范基地获批落地，并于7月8日和11
日正式授牌，数量居全省首位。

中国人民银行琼海市支行负责人
表示，为打通央行再贷款资金服务实
体经济“最后一公里”，2022年上半年，
中国人民银行琼海市支行引导琼海两
家法人银行发放支农再贷款6788万
元，支小再贷款2758万元；截至6月
末，支农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7.6%，
支小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1%。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加大央行再
贷款政策宣传和投放力度，着力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高普
惠金融覆盖面。

本报洋浦7月12日电（记者林
书喜 通讯员林萃 冯丽）7月12日，
海南日报记者在华能洋浦天然气热
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华能热电项
目）采访获悉，该项目目前一套机组
燃机发电机、汽机发电机穿转子完
成，7月将进行锅炉水压试验，各项工
程节点正在稳步推进中，计划年内实
现投产。

当天上午，在华能热电项目取排
水箱涵工程现浇筑段施工处，两台冲击
钻机的钻头“咣咣咣”砸向地面的灌注
咬合桩。在重达5吨钻头的重击下，灌
注咬合桩一点点地破碎。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再过几天
就可以凿完这8根灌注咬合桩，然后
进行取排水预制箱涵安装。”华能洋浦

热电有限公司工程部专工郭宗平的脸
上一扫往日的凝重，显得轻松不少。

走进华能热电项目建设工地，
记者看到，主厂房已经封闭，机组安
装工作也接近尾声，集控楼、办公楼
等主体结构已封顶，正在进行室内
装修。截至目前，已完成机组DCS
系统受电、燃机和发电机就位、厂用
电受电等重要工程节点，整个项目
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而取排水箱
涵工程也已经闯过了现浇筑段施工
的大“难关”。

据现场相关人员介绍，取排水箱
涵现浇筑段采用上下叠加布置，基坑
底标高为负8.3米，属于一级深基坑，
施工难度非常大。为防止基坑发生
透水、坍塌等意外，施工单位采用拉

森钢板桩止水、灌注咬合桩支护施工
工艺，对基坑进行三层支撑，确保了
取排水箱涵现浇筑段高质量完工。

在取排水箱涵现浇筑段施工完
成后，需要将支撑该部位的8根混凝
土灌注咬合桩凿到负8.3米的深度，
才能将现浇筑段与预制箱涵连接起
来，达到取水和排水的施工要求。

取排水箱涵工程的另一大难点
是预制箱涵的海底铺设施工。因为
部分取水段需要清理掉礁石，但因距
离护岸及厂区很近，不具备实施水下
爆破的条件。经多方研究，只能采用
液压炮一点一点锤击破拆，施工进度
变得缓慢。

“通过增加施工设备和人手，实
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加快进

度。”郭宗平说，由于工期紧，施工团
队采取同步作业的方式，同时进行水
下作业面清理和箱涵安装，目前已安
装了50多榀箱涵，力争8月5日实现
取水箱涵贯通。

华能热电项目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重点项目，总投资约27.12亿元，一
期建设2台49.5万千瓦F级改进型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配
套建设供热管网，设计供热量 419
吨/小时，年供热量1038万吉焦，年
发电量约40亿千瓦时。项目建成投
产后，将成为洋浦集供热、电、冷、除
盐水、压缩空气等为一体的综合能源
供应中心，为100万吨乙烯及其下游
项目提供绿色环保、安全可靠的电
源、热源保障服务。

本报博鳌7月12日电（见习记
者陈子仪 记者叶媛媛）“这是刚刚入
库的人工耳蜗，它也是目前乐城先行
区的明星产品。”在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公共保税仓内，一箱箱
特许药械产品还未拆封，工作人员一
边告诉记者，一边清点产品数量。海
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7月12日，
乐城公共保税仓上半年入库药械货
值总额超2亿元。

“尽管今年 4月受国内疫情影

响，部分省市患者取消就医行程，上
半年乐城先行区医疗健康消费仍保
持增长态势。”乐城公共保税仓相关
负责人表示，乐城公共保税仓上半年
入 库 药 械 货 值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66.67%，自2018年2月设立以来，累
计入库货值总额突破6亿元。

作为国内唯一的临床急需进口
特许药械集中存在保税仓，乐城公
共保税仓入库货值的增长，得益于
乐城先行区抢抓政策窗口期，各部

门形成改革合力提升审批效能。省
药监局提前对药械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把关，指导厂商和代理机构完善
审批资料，提高审批通过效率；省卫
建委、省药监局不断简化审批程序，
药械审批时限由27个工作日压缩至
3个工作日，非首次审批缩短到平均
1.6天，进口特许药械与国外上市时
间差大幅缩短。

“不断压缩的审批时限缩短了
患者等待治疗的时间。”乐城公共

保税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乐城
保税仓通过批量进货、提前备货、
全程监管的方式，提高了乐城先行
区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效率，实
现了“患者等药”到“药等患者”的
改变。

据了解，下一步乐城先行区将继
续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推
动政策红利加快释放，不断深化医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吸引境外
消费回流。

上半年乐城保税仓入库药械货值总额超2亿元

特许药械引进持续增长 政策红利加快释放

渔民波哥：从耕海到玩海

华能洋浦热电项目加快建设
全面冲刺年内投产目标

海南汽车产业
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省发展改
革委近日出台《关于优化汽车产业投
资项目管理的通知》，要求我省汽车产
业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汽车整车
投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备案，其他
汽车产业投资项目由项目所在市、县
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备案机关要严格按照《汽车产业投
资管理规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条例》《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管理办法》，制定并公开权限内汽车
投资项目备案服务指南，明确项目备案
所需的信息内容以及办理的条件等。

各市县要严格执行《汽车产业投
资管理规定》等有关要求，依法依规在
海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办
理汽车投资项目备案。

备案机关发现企业以分拆项目、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报信息
等不正当手段备案的，应责令其限期
整改。对信息不完整的，应要求企业
及时补充相关信息；对建设内容与项
目信息不符的，应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对逾期不改正的，应依法予以处罚，并
将其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纳入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及相关公示系统，向
社会公开。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罗
霞）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
于7月25日至8月14日开展以“影
间消博，定格美好”为主题的影像征
集活动，有奖征集图片和短视频作
品，记录消博会精彩瞬间。

此次活动设置公众图片专区（面
向社会公众）、媒体图片专区（面向媒

体记者）、短视频专区，设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奖金为人民
币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
不等，优秀奖将获得消博会吉祥物周
边产品。

征集作品内容包括建筑物、人
物、吉祥物、静物、食物等展厅内外可
以体现展会氛围的场景；品牌首发首

秀首展、论坛活动和国际时装周等消
博会及相关配套活动的场景；消博会
展位及展品；消博会相关人文纪实、
城市风光、消费体验等。

在投稿方面，图片类作品投至邮
箱expophoto@investhainan.cn，短
视频类将作品发布至哔哩哔哩、抖
音、微博、小红书平台。

7月11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工人在进行高杆灯的更新，为迎接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做准备。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淑琳 摄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 杨耀科

“我们可以和您在‘波哥号’前拍
个合影吗？”7月11日上午，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海尾镇沙渔塘社区附近的
港湾，来自北京的游客邵子贤热情地
发出邀请，希望与社区渔民网红“波
哥”合影。

在浅浅的港湾里，一艘艘渔船紧
紧相依。“波哥号”被刷成红、黄、蓝三
色，船身上“波哥号”字样，让人眼前
一亮。

“当然可以！”一顶牛仔帽，留着
两撇小胡子的波哥欣然答应，熟练地
面对镜头笑了起来。

波哥本名欧波，今年62岁，早年
间和绝大多数社区渔民一样，以捕鱼
为生，却因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第
六季在沙渔塘社区录制，波哥多次以

“欧船长”的身份在节目中露脸，让晚
年生活多了不一样的热闹。

不远处，“波哥号”随着风浪微微
摇动。“这条船买了一年多，新得很，
主要用来玩海，不像早年间，出海捕
鱼是为了生产。”说起玩海，波哥俨然
已是资深玩家，常被节目组邀请去教
授捕鱼技巧。

“捕鱼、赶海、看日出日落，这是

节目中展示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是
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最为向往
的。”邵子贤说，以前从未听说过沙渔
塘，但看了节目后，决定来到此地切
身体验。清晨，他和家人从棋子湾大
角沙滩出发，沿着沙滩一路踏浪追
日，步行约4公里，邂逅沙渔塘原生
态的美。

“这儿太美了，要是再开发一些
海上游玩项目，有精品民宿让我们住
下，还能多待几天。”邵子贤表达了他

的愿望，他在村里瞧了瞧，发现沙渔
塘仅有一间旅租民宿，不能满足游客
多样化的需求。

事实上，今年6月，节目录制结
束后，“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昌江”打
造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新闻发
布会在此召开，宣布计划推出鲨鱼音
乐节、鲨鱼书屋、鲨鱼赶海节等一系
列潮流文化活动。沙渔塘的火热毋
庸置疑，平日人流量不少，节假日期
间，每日游客数量可达到500人次。

“欢迎明年‘五一’再来，到时候
一定满足你们。”波哥自信地说，“我
家正在建民宿，带你们去瞧瞧。”

在海边的巷子口，波哥指着正在
建设的一栋3层民房说，“今年2月份
动工的，按照民宿标准设计，共7间
房。”波哥说，为了做出特色，他将在3
层顶楼，打造一个空中花园，种满各
式花草，让来沙渔塘的每一位游客看
得见海，赏得了花，留得下来。

（本报石碌7月12日电）

波哥展示玩海收获。 （受访者提供资料图）

海口处罚8家
经营缺斤短两蔬菜商家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李壮 李南彤）因销售蔬菜缺斤短两，导致蔬菜销售
终端成本上涨，日前，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8
家蔬菜商家做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7400余元。

今年4月，根据当时新冠疫情防控新形势、新
要求，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调执法精干力量
组成执法检查小组，进驻四大批发市场开展保供
稳价专项执法行动，对未明码标价、缺斤短两等违
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从源头上保障菜价稳定。

专项执法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在某批发市场
发现8家蔬菜批发经营者涉嫌缺斤短两销售蔬
菜。经查，8家经营者从外地采购的蔬菜包装在
泡沫箱内，箱内放置冰瓶为蔬菜保鲜，但经营者在
批发销售蔬菜时，未将冰瓶、泡沫箱重量完全去
除，缺斤短两，导致蔬菜销售终端成本上涨。

今年7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海南
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对8家经营缺斤短两蔬菜的商家作出行政处罚，
罚没款合计7400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