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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航天城与两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

20亿元融资授信
助力文昌航天产业发展

本报文城8月1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朴希鹏）海南日报记者8月15日从海南文昌国际
航天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该公司与海
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行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项目融
资、供应链金融、结算业务、资金管理、优质资源共
享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文昌航天城投资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海南省《关于支持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
园区投融资能力十条措施》中的相关指导措施，文
昌航天城投资开发公司与两家银行就目前在建及
计划开工的项目逐个进行研究，计划以“产业项
目+配套商业项目+配套公建项目”组包的模式进
行项目融资。截至目前，海南银行、交行海南省分
行已完成20亿元项目组包融资授信批复。

文昌航天城投资开发公司方面表示，两家银
行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强化协调联动和优势互
补，为文昌航天城投资开发公司提供项目融资绿
色通道、利率优惠、“一企一策”等全方位的便捷优
质服务以及金融支持。下一步，该公司将积极拓
宽融资渠道，创新园区融资模式，撬动更多的社会
金融资本助力文昌国际航天城的发展建设。

一次性电子膀胱镜
在乐城完成首批应用

本报博鳌8月15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8
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局获悉，近日，用于泌尿肿瘤诊断及灌
注的电子内窥镜图像处理器Uro-3500及一次性
电子膀胱镜Uro-G，在海南省人民医院乐城院区
完成首批使用。

据了解，常规的膀胱硬镜检查可能会摩擦或
损伤尿道，电子内窥镜图像处理器Uro-3500及
一次性电子膀胱镜Uro-G能让目标组织、器械以
及内镜图像始终保持在医生的直线视野中，以顺
利开展检查或治疗。海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
主任王飞教授表示，该产品方便、无痛、可以有效
避免交叉感染，给患者带来很好的体验感。

亚虹医药市场营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亚虹
医药将积极推进电子内窥镜图像处理器Uro-
3500及一次性电子膀胱镜Uro-G在中国的注册
获批，使中国患者尽早获益。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曹柳

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不断，工
人干劲十足……连日来，海口江东新
区坚持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两手抓，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冒酷暑战高
温，紧盯关键环节，强化统筹调度，聚
焦精准服务，狠抓项目建设不松劲，2
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施工一线，全力
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闭环管理”有效防控疫情

8月15日上午，位于海口白驹大
道以南、美庄小区以西的悦顺居安居
房项目现场，挖掘机、水泥土搅拌桩机

等大型设备来往穿梭，施工人员正紧张
有序地作业。“我们坚持疫情防控和施
工进度‘两手抓’，要求所有施工人员和
管理人员非必要不外出。”项目负责人
称，项目正全力以赴推进建设进度，计
划9月底实现地下室冲出正负零。

江东发展大厦项目现场也是一派
繁忙施工景象。“我们严格落实疫情网
格化管理的要求，每天安排全员进行
核酸检测，未完成检测频次人员不准
进入施工工地。”项目负责人称，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项目24小
时满负荷施工，全力冲刺8月底完成
地下室冲出正负零的节点目标。

据了解，海口江东新区东寨新居
一期、二期，汇福园回迁房等9个省重

点项目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推进
项目建设不停工、不停产，确保项目如
期建设完成。

为保证措施到位、防控有力，汇福
园回迁房项目实行“闭环管理”，每天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施工工人需持24
小时核酸阴性报告方可进入工区；东
寨新居二期项目、汇泽园回迁房项目
同样实行“闭环管理”，严禁管理人员
及所有劳务作业人员外出流动，对建
筑材料、生活物资运输也严格按照防
疫要求进行。

测温、消毒、进出登记……当前，在
海口江东新区各建筑工地，施工单位采
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防疫工作，特别是重
点区域疫情防控，筑牢“安全屏障”。

重点项目全力加速推进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目建
设。海口江东新区在建的127个项目
建设区域内，2万多名施工人员正不
舍昼夜、快马加鞭，在如火如荼的建设
场景中，项目按下“快进键”，迈出铿锵
有力的建设步伐。

在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国投生态环境大厦项目、山能智
慧产业大厦项目、海南银行总部大楼项
目、中国石化自贸大厦项目、鸿宝集团
海南自贸港投资总部项目等产业项目
均在加紧建设中。据统计，以上项目共
投入千余名施工人员，一手抓防疫、一

手抓进度，确保项目高效推进。
“江东新区坚持疫情防控和项目

建设‘两手抓’‘两不误’，以最大的毅
力抓速度、赶进度。”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各项目专
员靠前服务、全力协调，坚决守牢疫情
防控底线，切实保障江东新区项目建
设跑出“加速度”。

一个个产业项目安家落户，一栋栋
建筑拔地而起。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江东新区在建项目不停工、不停
产，保证项目安全有序，快速推进建设。

据悉，江东新区7月预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29.5亿元，1—7月预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204.3亿元，同比增
长30%。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

海口江东新区精准统筹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

抢抓施工黄金期 建设步伐不停歇

面对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乐东
禁毒办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
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
部署，组织禁毒战线民警、禁毒专干
第一时间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

在各个卡口和核酸检测点，禁
毒专干24小时值守、检查防疫健康
码、提醒大家正确佩戴口罩、帮助困
难群众、引导居民有序接受核酸采
样。禁毒专干全力协助医护人员的
同时，不忘禁毒初心，向居民普及防

疫、禁毒相关知识，不断强化广大居
民的防疫、防毒观念。

乐东公安局禁毒民警将禁毒战
场“搬”到抗“疫”一线，组成疫情防
控小组深入相关村居、工地、小区等
区域开展各项防疫工作，向广大群
众宣讲疫情防控知识，呼吁大家重
视当前疫情，不外出、不聚集、戴口
罩、勤洗手，积极配合开展防疫工
作。督促小区及工地管理人员及时
深入开展排查，及时报备外来人员

信息，落实好疫情防护措施，鼓励大
家共同抗击疫情，早日实现社会面
动态清零。同时，禁毒民警还提醒
广大群众在居家期间要利用网络积
极学习禁毒知识，关注国内外禁毒
资讯，自我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和能力。

在关键时刻，乐东禁毒战线工
作者挺身而出，全心全力为疫情防
控工作贡献禁毒力量。

（撰文/梁子 陈海洲）

乐东：
不忘禁毒初心 奋战防疫一线

专题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乐蒙 美编：孙发强

自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陵水禁
毒办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迅速响
应，积极组织陵水公安局禁毒大队
民警及全县禁毒专干及禁毒志愿者
积极投身抗疫一线，同时，坚持防疫、
禁毒两手抓，为全县疫情防控贡献禁
毒力量。

自8月 6日起，陵水全县实行临
时性全域静态管理。根据县疫情防
控工作安排，全县禁毒工作者全面
投入抗疫工作，陵水公安局禁毒大

队和 60 余名禁毒专干深入防疫一
线，配合所在各乡镇村（居）委会开
展防控工作。在核酸检测采样点现
场，他们维持现场秩序，劝导居民戴
好口罩、保持“一米线”，帮助群众做
好扫码登记、测量体温，并协助医护
人员采集信息，全力确保检测工作
顺利进行。

另外，陵水禁毒办坚持防疫、禁毒
两手抓，加强戒毒康复人员的疫情防
控管理。社区禁毒专干上门向戒毒康

复人员宣传防疫、禁毒相关知识，督促
戒毒康复人员疫情期间非必要不外
出，做好个人防控措施。

在陵水，无论是在卡口，还是在核
酸采样点，都能见到禁毒人员忙碌的
身影。在防疫一线，他们化身路面“巡
警”和卡口“守门员”；在核酸采样点，
他们是信息采集员、疫情防控和禁毒
宣传员，他们用责任和担当构筑起疫
情防控的一道道防线。

（撰文/梁子 王三玉）

陵水：
聚焦疫情防控 贡献禁毒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新一轮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白沙禁毒办闻令而动，迅速响应，
强化措施，筑牢抗疫“铜墙铁壁”，做
好防疫、禁毒“两手抓”，为人民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

连日来，白沙禁毒办相关负责人
先后下沉到阜龙乡、南开乡等乡镇一
线，开展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工作，实
地了解人员安排和工作开展情况，
同时叮嘱值班民警，从思想上、行动

上、责任上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
城。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白沙公
安局禁毒大队组织广大挂钩联系村
居民警扑下身子，全力支援阜龙派出
所疫情防控卡点工作，冲锋在前，争
当基层随访员、巡逻员，严守“外防输
入”关。

白沙禁毒办组织发动全县禁毒
专干深入辖区各封控路口、核酸采
样点等开展疫情排查登记、执勤管
理、核酸信息采集、维持现场秩序等

工作，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开展禁毒
宣传工作，提醒群众居家闲暇时远
离毒品，鼓励群众扫码关注“中国禁
毒”“海南禁毒”等微信公众号，了解
最新禁毒知识、防毒技巧和各类禁毒
资讯。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中，白
沙禁毒人齐心协力严把“输入关”，绷
紧“安全弦”，为全省全面打赢这次疫
情防控战役贡献白沙禁毒力量。

（撰文/梁子 陈科）

白沙：
严把“输入关”绷紧“安全弦”

面对新一轮严峻复杂的疫情防
控形势，五指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闻令而动，
积极投入防疫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
禁毒警察使命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

连日来，五指山市公安局集中开
展“敲门行动”，五指山市公安局禁毒
大队民警积极投入到行动中，在禁毒
志愿者的配合下，分组分片深入主城
区各宾馆酒店进行检查。

“您好，您做核酸检测了吗”“您
好，请出示健康码”……每到一处，各
组均认真检查入住客人登记信息，逐
个上门检查入住客人核酸检测贴纸、
健康码，对未完成核酸检测的，要求
务必按时到指定检测点完成检测，
同时做好房间及未完成核酸检测客
人登记，要求旅馆业主做好跟踪督促
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禁毒大队民警全
员出动，主动下沉至疫情防控最前

沿，全队警力全部分布在卡点防控、
隔离管控和维护核酸检测秩序等一
线岗位。

另外，五指山市禁毒办组织全县
禁毒专干深入辖区各封控路口、疫情
防控点、核酸采样点开展疫情排查登
记、核酸信息采集等工作。同时，结
合疫情防控开展禁毒宣传工作，鼓励
群众关注“中国禁毒”“海南禁毒”微
信公众号等，提升防毒、识毒能力。

（撰文/梁子）

五指山：
践行使命担当 守护群众健康

面对海南新一轮疫情，定安县禁
毒办全面落实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要求，组织定安县公安局禁毒民警及
全县禁毒专干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中，坚持防疫、禁毒两手抓，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根据定安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要求，定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
积极下沉一线，提醒街上群众不要
聚集，戴好口罩，无重要事情不要外
出，指导店铺在门口设置地点码，规

范疫情管控。在抓牢抓实疫情防控
的同时，禁毒民警还带上禁毒宣传
手册发放给群众和商铺，提醒群众
远离毒品，增强广大群众疫情防控
和禁毒意识，努力做到疫情防控、禁
毒宣传两不误。

另外，定安县禁毒办组织各镇禁
毒办开展抗疫工作。定安县新竹镇
禁毒办以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为契机，
组织禁毒志愿者第一时间下沉到各
个村（居）参与核酸筛查工作，在核酸

检测点，登记核酸采集信息、扫健康
码、维持采集点的秩序。几天下来，
志愿者们没有丝毫懈怠。“现在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挺身
而出，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突击队的作
用。”禁毒志愿者表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定安县禁毒工作者用责任和信心筑
牢疫情防线，为疫情防控工作大局贡
献禁毒力量。

（撰文/梁子）

定安：
规范基层管控 构筑严密防线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南渡江东岸小学
全力推进施工

8月12日，海口江东新区南
渡江东岸小学项目建设进入冲刺
阶段。

据了解，该项目在落实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同
时，科学统筹施工各环节，项目严
禁管理人员及所有劳务作业人员
外出流动，实行闭环管理，确保今
年9月投入使用。

南渡江东岸小学位于美灵
南三路，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
供1710个学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