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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
郭萃）近日，海口市龙华区印发
了《海口市龙华区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暖“新”关爱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创
新设立全省首个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暖“新”关爱资金，建立健全
了对外卖骑手、快递人员、网约
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的关心关爱机制。

据了解，此次龙华区设立的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暖“新”关爱
资金用于精准帮扶生活存在困
难的新就业群体，共分两个档
次。海口市龙华区委常委、组织

部长林芊介绍，如因配偶无工
作、子女上学导致生活贫困、家
庭年可支配收入低于海口市最
低工资标准的新就业群体，以及
本人在工作过程中遭遇突发事
件或患重大疾病，经其他途径救
助后，家庭基本生活仍困难的，
根据情况一次性给予一定金额
的关爱资金。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是以平
台经济为特点，以快递、网约车、
电商、骑手等领域为代表的新就
业模式，在城市经济发展和自贸
港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
如说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不

少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便成为
疫情防控物资保供人员，保障市
民的日常所需。”林芊说道。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暖“新”
关爱资金管理办法出台后，居住
在龙华区大同街道的美团专送
外卖员胡税阳便提出了申请。
他告诉记者，“这样的关爱资金
可以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同时
对于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和
肯定。”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审批
和发放工作，也希望通过此次尝
试，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
群体的良好氛围。”林芊说道。

海口市龙华区设立全省首个暖“新”关爱资金

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纳入帮扶

9月6日，在万宁礼纪镇桥海
村，朱岛德一家人在采摘丝瓜。

朱岛德一家种植了27亩丝瓜，
受新一波疫情影响，往年的收购商
无法到菜地收购。“我们向镇里反
映，镇里联系了万宁市‘菜篮子’公
司来收购了一批，但是收购量有限，
家里大部分丝瓜还是卖不出去。”朱
岛德说。

据了解，得知朱岛德一家的丝
瓜遭遇销售难后，万宁农业农村局
和省农产品产销专班取得联系，反
映情况，希望通过更多渠道为朱岛
德的家丝瓜寻找买家，让农民丰产
又丰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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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投资政策与
投资方向宣介会在泰国举办

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昂颖）为让更多
泰国侨商侨企和侨胞共享自贸港发展红利，省侨
联联合泰国海南商会、泰国海南会馆于近日在泰
国曼谷举办2022年海南自贸港投资政策与投资
方向宣介会。近百位侨商企业家参加活动。

省侨联负责人通过视频方式介绍了近年来海
南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情况，并表
示泰国旅游业、康养等现代服务业和热带农业优势
明显，与海南合作发展空间大、机遇多、条件优、红
利厚，希望泰国侨商侨企把握海南自贸港发展机
遇，深化合作交往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通过视频
方式详细解读了自贸港税收优惠政策和制度安
排，重点介绍了四大主导产业发展机遇，热情邀
约泰国侨商侨企和侨胞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侨商代表纷纷表示，海南自贸港“硬核”政策
相继推出，开放“磁场”效应不断释放，为广大企
业家提供了发展机遇。此次活动加深了大家对
自贸港投资政策及产业机遇的认识，坚定了侨商
投身自贸港建设的信心，将进一步凝聚和发挥资
源优势，号召更多侨商来琼投资兴业。

省科协与省工商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民营企业
营造良好科创环境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邱江华）海南省科
协与海南省工商联9月5日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并召开座谈会，双方将在开展调研和智库合作、开
展科技政策宣讲、举荐培养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开展
科学家进民营企业活动、推动“科创中国”为民营企
业赋能、推动民营企业参与科学普及、民营企业科协
组织建设、宣传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和优秀
创新人才、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等九个方面进行深入
合作，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省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高科技企业在
海南高速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重
要主体，也是科协创新服务工作的主要对象。省
科协和省工商联将积极推动合作协议落地见效，
并不断深化拓展，健全组织体系，共同搭建企业界
和科技界的桥梁和平台，在建设高端科技智库、服
务企业科学决策，开展科技政策宣讲等方面实现
质的飞跃，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深度赋能。

科创

本报三亚9月6日电 （记者黄
媛艳 王培琳 通讯员符贻雁 朱建）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的协
助下，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种集团）和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人保财险）近日签
订保险合同，为中种集团持有的植
物新品种“川种3A”“荃优607”“中
种R1607”提供植物新品种权被侵
权损失保险。这标志着全国首单
全方位保障植物新品种权被侵权

造成损失的专属保险正式落地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将对“植物新品种
权”所有方因被侵权造成的调查费
用、法律费用和直接经济损失提供
保险保障，是知识产权保险为农业

“芯片”保驾护航的一次创新探索。
中种集团是先正达集团中国旗

下从事种子业务的核心企业，作为
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首家种
业央企，本次投保的植物新品种，
研发时间长、研发过程复杂、投入
成本高，是中种集团的核心骨干亲

本和市场主打品种，对于知识产权
保障需求迫切。此前，国内植物新
品种侵权保险往往以知识产权侵
权损失补偿保险通用条款来承保
植物新品种的被侵权损失，其保险
责任通常限于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额和诉讼费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李菊丹表示，植物新品种权
被侵权损失专属保险的保险责任
基本涵盖了植物新品种权人在维
权过程中所应承担的合理费用，以

及能够通过相关法律程序获得的
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实践中植物新
品种权人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
的尴尬局面，为植物新品种的推广
应用提供保障。

在南繁育种季到来之际，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与海南人保
财险通过线上会议，共同研究制定
植物新品种权被侵权损失保障专
属险落地计划和园区配套政策。

“通过摸排种企实际需求，园区携
手海南人保财险与中种集团、大北

农集团等种企建立‘一对一’企业
微信工作群，并多次组织召开三方
线上会议，解答企业对于保险条款
的具体问题。”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自贸港创新合作处（知识产
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透露，中种
集团积极组织各作物板块、法律板
块专家召开线上会议，深入研讨确
定投保品种，海南人保财险开通

“绿色通道”，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完
成了此次植物新品种权被侵权损
失保险业务办理审批流程。

中种集团、海南人保财险签订全国首单多方位保障植物新品种权被侵权损失保险

农业“芯片”保护新险种落地三亚

本报讯 （记者傅人意）近日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一批72个国家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和19个国家
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名单，旨在
打造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国家队”，
加快健全我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体系。海南共7个农作物、农业微
生物种质资源库入选。

入选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圃）的共6个：国家野生棉种质资

源圃（三亚）（依托单位：中国农业
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国家热带饲
草种质资源圃（儋州）（依托单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国家橡胶种质资
源圃（儋州）（依托单位：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国家木
薯种质资源圃（儋州）（依托单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国家热带棕榈种

质资源圃（文昌）（依托单位：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国
家热带香料饮料作物种质资源圃
（万宁）（依托单位：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入选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
库的有1个：国家肥料微生物种质资
源库（海南）（依托单位：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圃）是我

国种质资源安全保存与共享利用
的重要设施，具有战略性、基础性
和公益性特征，承担着种质资源收
集整理、安全保存、精准鉴定、共享
交流等重要任务。此次公告的国
家农作物、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
库，分布在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体现了不同物种的地理分布
及生境特征。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所3个国家种质资源圃已分别收
集木薯种质资源811份、热带饲草
种质资源 860 份、芒果种质资源
354份。下一步，热科院品资所研
究团队将构建我国木薯、热带饲
草、芒果等种质资源评价技术体
系，有效提高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和水平，为筑牢种业振兴的种质
资源根基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一批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和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名单

海南7个种质资源库入选“国家队”

6个秸秆垃圾焚烧火点
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为进一步落实省委农
办《关于压实市县落实“禁烧禁烤”工作责任的十
条措施》和省政协《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 打击土法熏烤槟榔及禁放烟花爆竹民
主监督的工作意见》的通知，巩固我省秸秆垃圾禁
烧工作成效，防止秸秆垃圾露天焚烧出现反弹，省
农业农村厅对出现秸秆垃圾焚烧火点的市县进行
通报。8月28日19时至9月4日19时，全省秸秆
禁烧监控系统、卫星遥感系统共发现火点6个，其
中三亚2个，万宁、乐东、陵水、临高各1个。

环保

海南普利制药两款注射剂
在国内获批上市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生产的
普利泮妥注射用泮托拉唑钠、普利舒利特利加压
素注射液近日分别通过国家药监局审批，视同通
过一致性评价批准上市。其中普利舒利是国内目
前唯一获批上市的特利加压素水针剂型。

据悉，普利泮妥注射用泮托拉唑钠主要用
于治疗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中、重度反流性
食管炎；以及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急性胃黏
膜病变、复合性胃溃疡等引起的急性上消化道
出血。普利舒利特利加压素注射液是与原研药
在欧洲上市一致的水针剂型，省去粉针复溶时间，
节约时间；可静脉推注、滴注，使用方便，快速止
血，抢救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患者。

新品

我省体育场馆
人均面积3.82平方米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9月5日从省旅文厅获悉，截至2021年
底，我省共有体育场地32905个，体育场地面积为
3871.48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82平方米。

据了解，日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部署，以2021年12月31日为
标准时点，组织开展了2021年度体育场地统计调
查工作。经统计，全省基础大项体育场地数量合
计2906个，球类体育场地总计20656个。其中：
足球、篮球和排球“三大球”场地共计13086个，占
63.35%；乒乓球和羽毛球场地 6806 个，占
32.95%；其他球类运动场地764个，占3.70%。

健身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柳
生财）日前，经过3小时的连续施工，
位于临高境内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项目六工区文澜江大桥顺利完成最
后一根桩基灌注，标段内481根桩基
全部完成施工，标志着六工区桥梁工
程由桩基地下施工全面转入地上“可

视化”施工阶段。这也是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项目全线三大控制性工程中
最先完成桩基施工任务的桥梁。

文澜江大桥全桥总长度 766.4
米，最大宽度31米，横跨文澜江300
米宽的水域，主跨采用 3×90 米下
承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是环岛

旅游公路项目六工区全线施工难度
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关键控制性
工程。文澜江大桥主墩桩基设计为
群桩基础，单个承台下设10根直径
为1.6米的钻孔灌注桩，最长桩基70
米。

自文澜江大桥主墩正式开始桩

基施工以来，面对主墩桩位软弱复杂
地层、施工作业面有限、各种大型设
备交叉作业干扰、汛期台风频发、疫
情等诸多困难，项目团队迎难而上。
项目部还成立了以领导班子为主要
成员的“党员先锋队”，靠前指挥，扎
根一线，疫情期间实行“两点一线”闭

环工作模式，隔绝与外界接触。项目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科学组
织施工，“一手打伞，一手干活”，稳步
推进文澜江大桥施工建设；通过主动
创造有利条件，在符合安全、质量、环
保的标准下加快施工，完成建设目
标。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六工区加快施工

文澜江大桥进入主墩承台施工阶段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周钰）为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多角度、多层
次、多元化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各
市县建设发展成就，9月5日起，海南日
报新媒体中心联合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
台、各市（县）委宣传部开展“秀出大美海
南”喜迎二十大视频展播系列活动，展示
海南的人文之美、现代之美、生态之美。

活动将推荐海南每个市县的优质视
频，在海南日报新媒体旗下客户端、微
信、微博等全平台集中展播。目前已推
出海口篇和三亚篇，各平台播放量超50
万，#秀出大美海南#话题阅读量超10万。

“秀出大美海南”喜迎二十大视频展播系列活动启动

秀出“你家”的美

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