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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8月 2日电（记者刘操）
8 月1日至2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
研组到澄迈县，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回头看”工作、委员联系服务
界别群众工作、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
问题、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两个
推进”、推进“六水共治”等主题开展调研。

毛万春一行先后来到大丰镇才存

村、效古沉香馆、海南慧牛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饲养基地、永发镇润来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澄迈万昌苦丁茶场、海南翔
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生态软件园
等地详细了解政协委员联系服务企业和
界别群众、通过基层协商民主平台助推
乡村振兴、带动当地群众创业就业等工
作情况。 下转A02版▶

毛万春率队到澄迈调研时指出

打通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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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晓惠 通讯员李
艺娜）日前，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发
布《鼓励引进优秀剧目演出资金补贴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将采
用“揭榜挂帅”的方式引进精品剧（节）目
来我省演出，并从我省引进精品剧目惠
民演出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对入选榜单
的优秀剧（节）目演出予以补贴，补贴金
额最高100万元。

省旅文厅将根据专家推荐，在征集
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张榜优秀
剧（节）目名单，通过省旅文厅官方网

站适时向社会公布，鼓励演出市场主
体申请投标。补贴标准将依据艺术门
类、规模体量、成本投入等因素，按照
演出成本和演出市场价计算，最多补
贴两场演出费用。演出两场，补贴金
额最多不超过两场演出费用的60%，
且不高于100万元；演出一场，补贴不
超过单场演出费用的60%，且不超过
100万元。对于公示无异议的榜单项
目，惠民票售票率须达到20%（票价原
则上不高于100元），实际售票率达到
65%，且上座率达到70%以上，省旅文

厅将施行补贴发放相关程序，如不达
要求不给予任何补贴。

省旅文厅表示，榜单项目实施单位
需配合做好演出现场的安全保卫和防疫
防控监督管理工作，并全程接受省旅文
厅相关部门在演出活动期间对售票、演
出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如有违规违纪现
象，经查处，将不予任何补贴，并承担相
应责任；对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补贴
的，由主管部门依法对揭榜单位进行处
罚，并予以追缴。受处罚单位3年内不
得再行申请揭榜。

我省采用“揭榜挂帅”方式引进精品剧（节）目
演出费用补贴金额最高100万元

本报海口8月 2日讯（记者李磊）
8月2日，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在海口主
持召开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听取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冯飞指出，全省各级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体系要立即转入战时状态，加强对
本轮疫情形势的分析研判，准确把握此
轮疫情特点，增强应对策略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迅速完成平战转换，把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

冯飞要求，要以快制快坚决阻断疫
情传播链条，做实做细各项疫情防控举
措，围绕水产市场从业人员、回港渔民等
重点人群迅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做到
应检尽检，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船、不
留死角。要坚决做好防外溢工作，按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要求，科学划
定中高风险等级地区，不得在现行的政

策基础上“层层加码”。要迅速高效开展
流调排查工作，持续完善联动协作机
制。要举全省之力支援三亚打赢疫情防
控攻坚战，集中力量提升重点区域核酸
应急检测效率，备足隔离场所。要做好
民生保障工作，妥善安置游客。要发挥
好疫情、舆情、社情“三情”联动机制作
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
参加会议。

冯飞在全省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指出

以快制快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
8月2日，海南省“能力提升建设年”乡村
振兴亮点展示擂台赛在海口举行。省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徐启方出席并讲话，
省领导冯忠华、刘平治出席。

近日，我省组织开展2022年乡村振
兴大比拼活动，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
围。当天举行的擂台赛上，18个市县党

政主要负责人逐一登台，介绍当地乡村
振兴工作亮点，昌江、陵水、万宁在此轮
比拼中排名前三。接下来，各市县还将
开展交叉检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派出省级督查组实地监督指导。

活动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 下转A02版▶

海南省“能力提升建设年”
乡村振兴亮点展示擂台赛举行

徐启方出席并讲话

近日，一艘客货轮缓缓驶入海口新海港码头。
作为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项目，海口新海港客运枢纽工程正加快

建设，今年上半年该港口出岛旅客190.41万人次，车辆68.94万辆次，进岛
旅客188.92万人次，车辆68.54万辆次。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渝 摄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罗霞）
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受到消
费者欢迎、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带动离岛免税购物增长……7月
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措施的推
出和活动的开展，海南离岛免税市场
活跃，销售额实现增长。尤其是在第
二届消博会期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
售额实现大幅增长，日均销售额约2
亿元。

省商务厅8月2日提供的统计数
字显示，7月，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
超50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免

税销售额40.67亿元，同比增长9%，免
税购物人数66.21万人次，免税购物件
数420.5万件，进店人数253.5万人次。

7月25日至30日，第二届消博会
在海口举行。7月25日至8月1日，在
8天的时间里，海南10家离岛免税店
销售额超15.6亿元，日均销售额近2
亿元。8月1日，海南10家离岛免税店
销售额超2.24亿元，同比增长123%。
其中，免税销售超1.46亿元，同比增长
64%，免税购买人数2.34万人次，同比
增长28%，免税购物件数14.8万件，同
比增长72%，进店人数9.36万人次。

近日，广东游客陈欣在cdf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内买了不少护肤品等产
品。“既享受了海南的美景美食，又逛
了消博会，还在离岛免税店里买到很
多实惠的产品，这次来海南度假超
值！”陈欣说，“免税店促销活动很多，
叠加政府发放的离岛免税消费券等，
折扣力度很大，省了不少钱。”

今年3月以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受到疫情明显影响。为促进离岛免税
销售，我省印发《促进2022年离岛免
税销售行动方案》，同时针对行动方案
提出细化措施。 下转A02版▶

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给力
消博会期间销售额大幅增长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文城8月2日电（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梁信息）8月1日，海南文昌鸡直
供中国香港发车仪式在文昌市抱罗镇
举行——时隔10年，我省冰鲜文昌鸡
恢复以海南省企业名义直供香港。此
次本地优质文昌鸡重返香港市场，有
助于推动这一特色产业持续发展。

此次直供由海南永鸿文昌鸡有限
公司负责，发货3车共3000只活鸡，将

在广东惠州屠宰加工后供应香港市
场。预计该企业今年供应香港的文昌
鸡将超过60万只。

文昌鸡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品种，也是海南独有的地方优良肉
鸡品种。文昌鸡产业是海南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的本土品牌，2021年全省文
昌鸡出栏量约1.1亿羽，总产值约120
亿元，带动6000户养殖，2022上半年

产值约50亿元。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厅积极对标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便
利化政策、谋划外向型农业，和海关部
门、文昌市政府共同为我省文昌鸡企
业解决供港基地备案和报关等难题，
助力我省冰鲜文昌鸡直供香港，降低
企业销售成本，做大做强文昌鸡全产
业链。

我省积极谋划外向型农业

海南农企冰鲜文昌鸡直供香港

近日，航拍正在铺设沥青的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
目前，该项目路面工程已完成14.3%，机电工程、交安工程正在有

序实施。该项目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将于今年年底建成
通车。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渝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子仪）博鳌乐
城医工转化平台中国眼谷战略合作签
约启动仪式暨欧康维视优施莹真实世
界研究项目分享会近日在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举行。由温州医科
大学眼视光医学部主任瞿佳教授团队
创立的中国眼谷将与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合作共建乐城医
工转化平台中国眼谷项目。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院集团总院
长、中国眼谷理事长瞿佳表示，博鳌乐城

医工转化平台中国眼谷项目将对标海外
高端技术、产业、人才，引入眼科药械企
业、创新团队入驻，孵化科技转化项目，
与眼科领域头部企业共建企业联合研究
院，推动眼疾病、眼视光、眼脑健康等科
技产品研发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全力在博鳌乐城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中国眼谷眼脑健康创新集群。

据悉，位于温州龙湾的中国眼谷
自2020年6月30日开园以来，已落地
132家科技企业，与世界500强、眼科

领域头部企业共建25家上市企业联
合研究院，引入62家投资机构，孵化
近210项科技转化项目。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多位参与优施
莹（氟轻松玻璃体内植入剂）真实世界
研究项目以及深度参与乐城真实世界
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总结分享项目
经验。活动现场，欧康维视启动了治
疗糖尿病性黄斑水肿的 OT- 703
（0.19mg 氟轻松玻璃体内植入剂）真
实世界研究项目。

中国眼谷落户博鳌乐城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为推动全省信息
资源整合、促进电子政务资源共享，经省政
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电
子政务云计算中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推动我省电子政务服务的市场
化、专业化，规范云中心的建设管理。

《办法》所称云中心是基于云计算架
构来实现计算及存储资源松耦合的新型
数据中心，主要包括符合数据中心B级
及以上机房基础环境、网络环境、云监管
平台和电子政务云平台。

云平台是云基础设施及其所支撑的
服务软件的集合，原则上应按照“企业建
设和运维，政府按需统一购买服务”的模
式建设运营。

使用单位应充分利用云中心开展电
子政务应用，原则上不再新建独立的数
据中心或机房，已建成的非涉密业务应
用系统应逐步迁移到云平台，新建和改
扩建的非涉密业务应用系统应基于云平
台规划部署。

云服务商提供的云平台基础设施及

其配套的服务软件等资产产权依照有关
规定归属云服务商，业务应用系统及其
所产生数据等资产产权依照有关规定归
属云平台使用单位。

省大数据管理局是云中心管理机
构，负责云中心建设、运行和监管，省云
中心及其节点的统一管理，云中心标准
规范的制定，云中心的日常工作运行管
理、资源调度和分配等管理工作；同时负
责依据相关规定，通过政府采购确定政
务云服务提供机构。

《海南省电子政务云计算中心管理办法》印发

充分利用云中心开展电子政务应用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
年底通车

海口新海港
上半年出岛超190万人次

7月

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超50亿元，同比增长21%
其中，免税销售额40.67亿元，同比增长9%
免税购物人数66.21万人次

免税购物件数420.5万件

进店人数253.5万人次

7月25日至8月1日

海南10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超 15.6亿元

日均销售额近2亿元

8月1日

海南10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超2.24亿元

同比增长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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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鼓励
淘汰老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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