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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孙小淇

7月16日，正值周末，海南皇隆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隆
制药）生产基地没有“打烊”：前来上
班员工的车辆整齐停放，厂房内一
批批药品正从生产线上下来，准备
发往各地。

“目前我们有冻干粉针剂、口服
固体制剂等6大类生产车间、13条生
产线，可以满足多品种产品的生产需
要。”皇隆制药董事长陈益智说。

自2003年创业以来，这一发轫
于海南本地的生物医药企业，在10
余年间实现了从一个没有经营业务
的空厂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转
变，并多次登上“海南省民营企业百
强”榜单。

“这些年来，海南不仅见证了皇
隆制药的诞生，也成为了皇隆制药发

展的沃土。我们一直想做的，是生产
以创新驱动的、能体现行业规则和医
药人品德的药物。”说起发展历程，陈
益智言简意赅。在与这位从1989年
就进入医药行业的资深医药人对话
中，他口中频次最多的关键词是“创
新”。

目前，皇隆制药在研项目 28
项，新签订立项新药8项；现有授权
专利30项，其中发明专利24项，国
外授权专利4项。“近五年，我们投
入的新药研发费用约 2.59 亿元。
2021年以来，共拿到了7个通过或
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产品。”陈益智
介绍。

创新“药”迈步，人才来赋能。
2018年，海南发布《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皇
隆制药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引进人
才。据统计，4年多来，皇隆制药共

引进博士等高级顾问、高校毕业生
等474人。

“尤其是在自贸港系列政策陆续
发布后，我们明显感受到，海南吸引
人才的引力场在不断增强，人才加速
汇聚。依靠四方之才，我们的研发队
伍实力也愈来愈强。”陈益智说。

十余年如一日，皇隆制药实现持
续发展，离不开科研创新和高质量标
准的支撑。

“2019年，我们投资5000万元
对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改造，实施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对标国际化标准，不
断提升产品质量，借助自贸港政策等
优势，走国际化道路。”陈益智说。

目前，皇隆制药正积极进行欧盟
GMP认证申请，推进产品开展国内
外同步注册工作。去年1月，皇隆制
药与德国公司签订了“中欧双报战略
合作项目”，通过国际认证在中亚、非

洲5个国家获得8项国外注册批件。
在海南，皇隆制药从无到有、从

扎根到壮大，一路上不断发展向前，
并深刻感受到产业、人才及政策的

“共振效应”。
这样的效应，不断助力“产业生

态圈”升级。当下，皇隆制药所在的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
简称海口高新区），正与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
行区）携手，加快打造“乐城应用-高
新生产”的联动发展品牌模式，为产
业释放“1+1>2”的能量。

“在这一联动模式中，乐城先行
区和海口高新区，分别为‘前店、后
厂’。乐城先行区帮助企业引进未在
国内注册上市的国外创新药品或器
械，并可运用真实世界数据政策在国
内注册上市后，再利用加工增值30%
内销免关税政策在海口高新区落地

生产。”海口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

作为国际先进医疗器械和创新
药物进入中国市场最重要门户，乐城
先行区具有独特的政策优势；而高新
区是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区，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两个园区
形成“前店后厂”模式的联动发展，再
加上政策添翼，为海南生物医药产业
带来全新的机会与期待。

“我们将在创新和国际化上苦练
内功，并借助‘乐城应用-高新生产’
联动发展模式的推动，争取实现产品
的先行先试和落地转化，提高承接国
内外委托生产业务能力，顺势而为寻
找广阔市场，为加快做大海南生物医
药产业规模作出贡献。”陈益智说。
乘着自贸港建设的东风，皇隆制药未
来发展将有新蓝图和新跨越。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

从扎根到壮大，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深刻感受到产业、人才及政策的“共振效应”

乘势而上，企业发展加速度

7月23日至25日，“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将在海口举行，以推动更多民营企业实质性投资海
南、建功自贸港。本报即日起开设“民营企业家在海南——民营经济‘成长记’系列报道”专栏，围绕“民企共助力，筑梦自贸港”主题，采
访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邀请他们讲述在海南投资兴业、参与自贸港建设的故事。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马珂）为保障第
二届消博会顺利举行，7月17日，海南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
消博会期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据《通知》，第二届消博会期间（7月18日至
8月6日），所有来（返）琼人员在抵琼关口落实测
温、扫地点码、查健康码和行程卡措施，并实施

“落地检”采样后放行。来琼人员，务必第一时
间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备，并主动配合落实
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高中低风险地区来（返）琼人员继续严格落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防控要
求。7天内有风险区所在地区旅居史的来（返）琼
人员和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来（返）琼人员需持
48小时内1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免费开展“落
地检”，第三天免费开展1次核酸检测服务。

此外，人员离琼前48小时内，须开展1次核
酸检测服务。

第二届消博会期间
来（返）琼人员核酸检测怎么做？

“落地检”采样后放行
第一时间进行报备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 （记者习霁鸿 邓海
宁）7月17日，海口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五
十四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7月16日17时至
7月17日17时，海口无新增阳性感染者。自7月
13日0时起，海口社会面未发现阳性感染者，社
会面保持清零，疫情形势持续趋稳向好。

据通报，7月16日，海口4个区的重点区域核
酸筛查共计采样220.76万人，结果均为阴性。另
据介绍，鉴于海口第三轮重点区域核酸检测为工
作日，为方便市民尽早完成采样、取得贴纸，18日
采样时间将提前至早上7时开始。

在三轮重点区域核酸检测期间，从省外来海
口的旅客，将在美兰机场、三港一站进行“落地检”，
并领取核酸检测贴纸。从其他市县来海口的旅客，
可在到达后，就近在各区设置的核酸检测点进行核
酸采样，领取贴纸后即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海口市旅文局、市商务局联合餐饮、酒店、景
区、商超等多个商家推出“你做核酸我打折”活动，
7月18日起，凡集齐3天3张核酸检测贴纸的市
民，可凭借贴纸前往指定商家享受专属优惠。

海口今日核酸采样时间
提前至早上7时开始
集齐3张贴纸可到指定商家享受优惠

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7月26日
至30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将在海口举行。本届消博会设置8
大展馆，其中，4号馆作为“时尚生活
展区”“国际综合展区”，云集了来自瑞
士、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日本、韩国
等国家和地区的酒品、高端食品保健
品、日化用品，以及水晶制品等手工艺
品。

日本国家馆以热闹的日本庙会为
设计理念，共分为3个展区：以化妆品
为主的高质量消费品展区、日本酒类
展区和跨境电商展区。该馆不仅设有
日本酒的试饮和现场直播，还将有和
太鼓、三味线表演，让人沉浸式体验

“日本庙会”。
瑞士官方展团包括一个“休闲区”和

一个“展商区”，其中瑞士传统木屋是一
大亮点。在“休闲区”，人们可以在看展
间隙休憩片刻，还有机会品尝瑞士酒吧
的特色小食和咖啡。在“展商区”，瑞
士品牌将展现瑞士在高端消费品行业
的领先地位，通过极具特色的体验让
观众探索瑞士生活品质的秘密。

爱尔兰国家馆将展出多家爱尔兰
高端消费品品牌带来食品、酒水饮料、家
居用品、婴儿护理产品、动物保健产品等
领域的展品。该展台还将定期上演原
汁原味的爱尔兰民乐和踢踏舞表演。

泰国国家馆大部分产品主要聚焦
“她”经济（女性经济）的主题，特别是职
场女性消费群体，例如添加了榴莲萃
取精华的化妆品。同时，泰国国民美
妆品牌蜜丝婷（MISTINE）将携明星
产品，以独立展商的形象亮相4号馆。

香港时尚馆占地500平方米，共
计21家香港消费品企业带来30多个
环球品牌。馆内准备了多款香港美食
每天限时放送，还设有“拍照打卡点”，
观众打卡“香港馆”并分享到社交媒体
即可免费获取限量港式纪念品。

中国意大利商会将携手4家意大
利公司、品牌亮相4号馆。

逛“日本庙会”、品瑞士特色
小食、赏爱尔兰民乐……

第二届消博会4号馆
亮点纷呈

◀上接A01版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6月30日，今年我省152个省重
点（重大）项目累计完成年度投资
43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51%。

以政策指数换取投资幸福指数
32条纾困政策为市场主体

“护航”

“政策给了我们充足的信心，公
司下半年将加大投入力度，推出全
新电动汽车产品，未来海外市场也
将获得更大突破。”海马汽车相关负
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助企纾困
政策让企业在非常时期大大提升了

“幸福指数”。
市场主体是稳住经济大盘的源头

活水。日前，《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

发展特别措施》（以下简称《特别措
施》）印发实施。

《特别措施》重点围绕阶段性缓
缴“三险一金”和税款，加大退税减
税力度，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增
加低价房屋供给，多渠道为企业减
费让利等8个方面，共推出32条纾
困政策。

海南有60多万户企业，其中99%
以上为中小微企业。相对于大型企
业，中小微企业更希望出台税收、社
保等方面的政策，“真金白银”地为其

“护航”。
据介绍，我省已落实今年中央出

台的对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等6个行
业的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及其他
退税政策，经初步统计，截至5月底，
全省办理的相关退税已有100亿元
左右。

对不少小微企业来讲，缓缴社保
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经营压力，
位于琼海的海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便
是受惠企业之一。

由于企业符合特困行业阶段性缓
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在税务人员
指导下，该公司申请了缓缴5月至7
月的社保费单位缴纳部分，合计约3.2
万元，有效缓解了经营压力。

谋之一域，计之深远，利之全
局。我省以政策指数、服务指数换
取经济活力指数、企业幸福指数，让
企业在未来投资的道路上更加坚定
信心。

省财政厅厅长蔡强表示，接下来，
财政政策着力围绕担保增信、贷款贴
息、保险保障等方面精准发力，打好财
政金融“组合拳”，帮助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

以“三极”发展拉动投资增长
前5月三大经济圈合力拉动

全省投资增长4.8个百分点

世界500强山东能源集团在江
东新区投资打造的区域总部项目
——海南能源交易大厦正式启用。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今年迎来首家外
资农企科沃施。同时，随着中国种子
集团、德国科沃施等企业的入驻，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吸引了一批南繁种
业领域的上下游企业进驻……

“今年以来，我省进一步凸显自贸
港重点园区‘投资主战场’作用，开展
园区投资调研督导，园区投资全面发
力。”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海南还充分发挥海口经济圈、
三亚经济圈、儋洋经济圈“三极”的投

资引领带动作用，有力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今年前5月三大经济圈合力拉
动全省投资增长4.8个百分点。

7月15日，2022年上半年全省经
济形势分析会指出，下半年全省要聚
焦经济提速提质增效，深入开展超常
规稳经济大盘行动，紧盯全年预期目
标，统筹短期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
标，全力冲刺。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发展改革委将狠抓投资新政三年行
动方案落实，紧盯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四大主导产业投资，同时狠抓《行动
方案》落实，紧盯全年投资增长10%的
目标不放松，狠抓招商引资、重点市县
和园区投资进度、封关运作项目，推动
一批项目加快开工建设，进一步稳住
经济大盘。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

“项目为王”作支撑 助企纾困渡难关

本报讯（见习记者曹马志 通讯员林晓云）省
六运会开幕式将于8月19日在儋州市体育中心
举办，开幕式前将开展30分钟的群众性暖场表演
活动。目前，省六运会儋州市组委会宣传推广部
面向社会招募开幕式暖场表演活动志愿者。

据介绍，此次志愿者招募时间为7月13日至
29日。招募对象包括街舞、广场舞、太极拳、儿童
健美操、青年啦啦操、华尔兹、拉丁舞、花式篮球足
球、竹竿舞等方面的志愿者各50名。报名地点：
儋州市市直机关大楼 0607 房。联系电话：
23325866，15120835313。

参与开幕式的各社团组织将于8月1日至8月
4日晚6时至10时在儋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排
练。如有变动，将会根据排练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省运会开幕式暖场表演活动
招募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省委宣传部、省
司法厅、省委依法治省办、省普治办联合印发
《2022年度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于2022年7月至
12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我为自贸港建设学法懂
法宣法守法”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方案》明确，要聚焦最核心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政策，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以下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学习宣传教育
工作，通过更通俗的形式、更深刻的解读、更广泛
的传播，进一步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其配套
法律法规的宣传，帮助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进一
步了解、掌握和运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参与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全省打造形成共同关心、建
设、维护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

根据《方案》，各有关部门将按照单位职能分
工，在强化系统内普法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各类重
点人群和主要需求，采取在线学法、编印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普法读本、制作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宣传
物品、开展宣讲进重点园区活动、推进普法责任制
履职评议等形式，切实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
其配套法规的学习宣传。

《方案》要求，各有关部门要紧扣农村、社区群
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做好预防走私、离岛免税
违法犯罪普法宣传；要强化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设
计推出一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普法标语、海报、挂
图和公益广告等；要创新工作方式，整合宣传资
源，优化宣传渠道，通过开设《自贸港法微课堂》，
举办普法云直播、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网上知识问
答，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微动漫视频征集等措
施，进一步强化宣传效果。

我省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学习宣传

编者按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罗
霞）雅诗兰黛、特斯拉、戴尔科技……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组委会
7月17日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
多个重要消费领域的企业将参加第二
届消博会，包括36个参展企业，170
个参展品牌，参展面积超3000平方
米。

参加第二届消博会的美国企业
涵盖汽车、游艇、电子产品、香化、服

饰、珠宝、食品、消费金融服务等领
域，部分品牌独立参展，部分品牌以
免税店、跨境电商等形式集体参展。

雅诗兰黛集团将首次以集团身
份参加消博会，旗下13个标志性品
牌将亮相，带来一场高端美妆盛宴。
这些品牌为雅诗兰黛、海蓝之谜、魅
可、倩碧、祖·玛珑、汤姆福特美妆、芭
比波朗、悦木之源、朵梵、朗仕、凯利
安、馥马尔香水出版社、蒂佳婷。

在汽车领域，特斯拉作为促进中
国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新能源汽车
产业升级的代表性企业，将继续参加
消博会。

戴尔科技集团将在本届消博会
分享在创新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取
得的进展；介绍、展示多款2022年新
品，为现场来宾带来戴尔创新产品所
创造的体验。现场展区将为用户提
供游戏、创意、学习/工作及娱乐的体

验及丰富多彩的抽奖活动。
在高端食品领域，泰森食品计划

重点展出创新研发的全球首款胶原蛋
白肽系列卤味零食和其他高品质预包
装产品，包括美国高端进口优质谷饲
牛肉产品“泰森美牛”。此外，泰森将
向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展示在“数智时
代”利用数字化技术与智能设备，为产
品附加更大的科技价值，同时实现企
业绿色低碳、节能高效的社会责任。

美国多领域企业将参加第二届消博会
参展品牌170个，参展面积超3000平方米

7月16日傍晚，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完善设施，迎接第二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第二届消博会游艇展将于7月26日至3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举办，将设意大
利、美国、德国、荷兰四个国家主题馆。目前部分参展的游艇已经抵达码头停泊。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做好保障
迎接消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