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海口江东新区各大项目筑牢防疫“安全墙”，全力以赴加快生产进度。图为正在进行安装玻璃幕墙的
海口国投生态环境大厦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主体钢构工程，总体进度超过80%。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国投生态环境大厦
项目总进度超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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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邱江
华）2022浦江创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于8月28日至
30日举行。作为主宾省，海南在此期
间特设了3D智慧云展馆，并在Inno-
Match全球供需对接平台展示了近

百个优质项目技术及成果转化需求。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28日从海南
省科技厅获悉的。

此次海南云展馆设立了“海南省
综述”“生态文明建设展示区”和“陆、
海、空展示区”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示
海南自贸港建设情况，以及具有海南
优势、国家战略所需的标志性工程，如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推广清

洁能源岛和清洁能源汽车、推行禁塑
工作、应用和推广装配式建筑、“六水
共治”；在陆海空三大科技创新高地取
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等。

参观者可以通过虚拟身份畅游云
场馆，有意向与海南进行深度合作交
流的，可以在馆中与虚拟客服代表交
换名片，洽谈技术对接、需求匹配、专
家资源等话题。此外，本届论坛期间，

海南馆还将在InnoMatch全球供需
对接平台展示陆海空等高新技术产业
领域的优质项目技术及成果转化需求
等，参观者可进一步体验海南高新技
术产业重大成果、实现需求对接。

据了解，除了主宾省海南馆外，展
区还设立了主宾国荷兰馆、欧洲综合
馆、韩国馆、以色列馆、重庆馆、云南
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馆等8+特

展馆，共布局约1万平方米，发布超
2000项技术需求，将自8月28日起持
续开放至8月30日18时。

今年是浦江创新论坛发展15周
年，海南省受邀作为本届主宾省深度
参与论坛各项活动，将深化与兄弟省
份的区域创新合作，全方位加强国际
科技交流，以全球化视野谋划和推动
科技创新发展。

海南在2022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特设云展馆

展示近百个项目技术及成果转化需求
一版纵深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纪
聪 尹建军）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了解到，该厅在累
计组织志愿者59人支援抗疫一线，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的
同时，立足职能和定位，靠前服务，全
力做好规划服务和资源保障工作，为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资源要素支撑和保障。

“我们想方设法保障项目用地。”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疫情防控用地，全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系统做到应保必保且快保。
儋州、陵水、东方、临高等市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高效完成选址、用地手
续办理等流程，为疫情临时集中隔离
点等用地“跑出”加速度。

同时，对有效投资项目用地，全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积极强化自
然资源要素保障，促进有效投资重要
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在严格
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持续做
好“土地超市”平台的维护和运行，用
好土地交易网上平台，利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做好土地招拍挂
工作，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建设。

截至目前，“土地超市”已上线

249宗11968亩土地信息。8月1日
至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发布出让
公告15宗，公告土地面积694亩，已
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8宗，成交
面积450亩，成交金额3.67亿元。

此外，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利用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成果，持续做好
“海南省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平台”的
维护工作，为群众提供及时有效服务。

我省想方设法保障项目用地

防疫用地应保必保 推动项目落地建设

本报海口 8月 28日讯（记者马
珂）8月28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六十
二场）举行。会上，省供销合作联社理
事会副主任林莹介绍，我省将开展
2022年海南“助农抗疫 互助共济”农
产品云产销直播活动暨公益海南四号
行动，活动计划连线海南当地待销卖
难农产品供应商和省内外采购商，在

线上推介展示、扩展销售渠道。
初步统计，8月1日至26日，全省

供销社系统通过各市县供销社农产品
运销公司、“菜篮子”企业、各基层为农
服务中心以及海南乡村振兴网累计解
决约160万斤农产品销售问题。

目前，琼海、东方、五指山、屯昌、
乐东和白沙6个市县供销社承担了当
地市县“菜篮子”工作，这些市县积极

对接应季农产品主产地，开展就近就
地采购和互相采购工作。

目前，全省供销社系统蔬菜储备
量达到1430吨，每日投放蔬菜量170
吨，每日向封控区配送瓜菜肉类1.6
万单左右。

发布会介绍，省供销社联合省农
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融媒体中
心、海南乡村振兴网于日前策划了

2022年海南“助农抗疫 互助共济”农
产品云产销直播活动暨公益海南四号
行动。活动采取“云会面、不集中”的
方式，推动农产品销售。

省供销社对海南乡村振兴网发布
的13期公益海南四号行动信息和我
省供销合作社系统调查的待销农产品
信息，进行全面核对筛选，初步挑选出
10家大宗农产品供应商线上推介，品

类包含了香蕉、火龙果、柚子、活禽
等。同时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全国批发
市场、驻省外21个农批市场办事处、
商超、社区社群团购、电商采购商线上
参会，截至28日，累计邀请到采供商
共200家，拟通过线上与海南近百个
农产品生产供应农户、基地、企业进行
对接，助推海南待销农产品卖出去、卖
好价。

我省将开展2022年“助农抗疫 互助共济”农产品云产销直播活动

为待销卖难农产品拓宽销路 乐城“云端”招商力度不减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子仪）“我们十分期待今

后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到广州领康进行参观交流。”
近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与
领康生物医药集团召开的线上会议上，领康生物
医药集团相关负责人发出邀请。

受疫情影响，许多医疗机构无法按原定计划
赴乐城先行区开展项目洽谈，乐城先行区管理局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创新招商方式，从“面
对面”改为“屏对屏”，通过电话、微信、视频会议等
方式及时与企业加强沟通联系，交流投资诉求，介
绍优惠政策，积极洽谈推进项目。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电视
电话会议几乎从未间断，“云上见面”在乐城先
行区逐渐成为常态。连日来，该局分别与辉瑞、
艾昆纬、拨云制药、普瑞眼科、中国人寿、温州眼
视光国际创新中心、镁信健康等多家企业机构召
开线上会议，精准对接洽谈招商引资项目，与多
家企业在特许药械引入、真实世界研究、宣传推
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探索打造全链条的合作
新模式。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保障
疫情期间招商引资工作“不掉线”“不降温”“不打
折”，该局通过“不见面招商”“线上服务”等模式开
展招商工作，为乐城先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下一步，乐城先行区将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各项部署的同时，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各项工
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加大宣传推介和项目
招引力度，拓展招商引资“朋友圈”，提升服务效
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洋浦海关成立
疫情保供专班
助力民生物资快速通关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邝继凯）近日，在洋浦地区海关的监管下，载有
878.8吨挂面、大豆油等民生保供物资的车队顺利
通过洋浦保税港区卡口，投放市场。这是本轮疫
情发生以来，洋浦保税港区首票出区的货物。

据悉，这批物资分别由海南恒丰河套面业有
限公司和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生产，均为
我省生活必需品，是两家企业在接受海南疫情保供
任务后加班生产的民生物资。此前，由于时间紧，
手续一时无法办理齐全，企业担心无法按时供货。

在接到企业的诉求后，我省决定由海口海关
牵头，联合洋浦地区海关成立疫情保供专班，对该
批保供物资进行专项服务，研究解决方案。最终，
从货物申报、缴税到放行仅用1小时，确保疫情保
供物资快速通关。

本轮疫情发生后，受我省静态管理影响，外销
产品转内销物资成为新趋势，保供稳链成为当前
洋浦地区海关工作的新要求。针对大豆油等货物
无法正常申报出区的异常情况，疫情保供专班立
即研究解决保供方案，打通省内防疫物资大循环
堵点。

洋浦地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关特事特
办建立重点企业重点物资通关“绿色通道”，结合
疫情期间无法现场办公的实际，推行线上服务，采
取24小时预约通关、“一票多车”便捷通关等方
式，保障民生物资快速通关放行。

截至目前，洋浦地区海关已放行抗疫民生物
资1437.88吨，货值1.03亿元，涉及挂面、面粉等
粮油制品，有效保障了民生需求和相关产业供应
链稳定。

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
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
◀上接A01版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各位专家委员表示感谢，欢迎各位专家疫情
结束后来海南给予更多帮助和指导。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张
玉卓，海南省领导侯茂丰参加会议。来自中国科
协、中国工程院、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汽中心等
单位的院士、专家共20余名嘉宾出席会议。

确保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无死角
◀上接A01版
切勿掉以轻心，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用情用心做好服务工作，确保疫情防
控工作万无一失、不出纰漏。要加强与各相关部
门密切沟通配合，实时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
及时掌握疫情防控工作动态，针对存在的问题和
薄弱环节，做到精准督查、重点督查、全程督查，确
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无死角。针对督查出的问
题，逐一督促各市县认真落实整改，落实落细各项
防疫工作措施，进一步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

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蒙晓
灵、侯茂丰、刘登山，省政协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8月27日12时—8月28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0

7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9

14

13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报三亚 8月 28日电（记者李
磊）8月 28日下午，省长、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总指挥冯飞在三亚主持召开省疫
情防控专题调度会议，调度部署社
会面清零和无疫情市县疫情防控
工作。

会议听取了 16 个社会面清零
和无疫情市县的疫情防控情况汇
报。冯飞指出，社会面清零的市县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控策略，避免
松劲懈怠，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管
理，有序开展核酸检测，严格执行
测温扫码等常态化防控措施。要

进一步强化快速反应机制，确保一
旦出现疫情，露头就打，实现以快
制快。要紧盯集中隔离酒店、方舱
医院、定点医院等疫情防控重点场
所，加强督查检查力度，堵住风险
漏洞。要严格落实治愈出院和解
除集中隔离人员居家健康管理规

定，坚决做到“足不出户、管住小
门”。要全力做好援琼医疗队撤离
后各项工作的衔接，优化全省资源
配置，把自身能力发挥到最大化。
要统筹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稳妥有序推进农业、制
造业等领域复工复产。

会后，冯飞还通过视频会议对
儋州、乐东两地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专题调度，指出要建立快速反应机
制，聚焦薄弱环节及时查找补齐隐
患漏洞，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省领导沈丹阳、王路，省政府秘
书长符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议时指出

严防松懈提高警惕 对新发疫情露头就打

海南联合公司：

以金融服务为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丽
婷）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省属国企海
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悉，该公
司旗下海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近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疫情防
控纾困解难服务小微企业六条措施》，
为疫情防控下我省小微企业发展和稳
产保供提供金融支持。

截至目前，省担保公司已为三亚一
酒店授信1000万元，并根据该酒店需
求先行投放500万元；为海南省专精特
新企业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融资担
保绿色服务通道，执行优惠担保费率。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谢
若琳）近日，在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
有限责任公司和交通银行总行的支
持与指导下，境内首家CIPS（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间参直联银行——海
南银行上线支付透镜服务，实现海南
相关业务新突破。

CIPS 支 付 透 镜 服 务 是 基 于
CIPS标准收发器开发的创新增值功
能，主要面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
构、跨境支付业务相关企业等各类
用户，融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金融科技，为用户提供即时、完整、
覆盖全链路、一站式支付状态穿透

式展示服务，使跨境支付业务更透
明更高效，满足企业、银行等跨境支
付主体对跨境支付状态全天候查询
需要。

作为 CIPS 系统直接参与者之
一，交通银行一直以来致力于提供高
效、便捷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业

务，全力推动CIPS标准收发器创新
产品应用推广。

8月26日，交通银行、跨境清算
公司及海南银行经过测试验证，海南
银行成功上线CIPS支付透镜，成为
全国首个成功上线CIPS支付透镜的
间接参与者。

海南银行上线CIPS支付透镜服务

我省出台办法为困难群众提供
普惠均等法律援助服务

各市县将建
法律援助律师名录库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省司
法厅出台《海南省律师跨行政区域提
供法律援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将在全省范围内招募律
师，建立本行政区域法律援助律师名
录库，依法指派或者安排名录库律师
为困难群众提供普惠均等的法律援
助服务。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我省共有
社会律师4684名，其中海口、三亚地
区律师4193名，占全省律师人数的
89.52%，承办11009件法律援助案件，
占全省法律援助案件总量的52.34%，
人均办案2.63件；海口、三亚地区以外
的其他市县律师人数491人，占全省
律师人数的10.48%，承办10025件法
律援助案件，占全省法律援助案件总
量的47.66%，人均办案20.42件。律
师资源分布不均衡，造成我省部分市
县律师资源短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
律师困难。

《办法》明确，近三年内未受过行
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的律师，经个人
申报、律师事务所同意、法律援助机构
批准，可进入法律援助律师名录库。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安排专人负责
法律援助律师名录库的管理工作，将
律师信息录入海南省法律援助管理系
统并实行动态管理。

根据《办法》，非本市县律师提供
法律援助，将按照跨市县补贴标准支
付补贴。在跨行政区域提供法律援助
服务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将由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律师协会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对违法违规
的律师，将依法依规进行相应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