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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提振经济 助企纾困发展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9月29日，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制药），密闭无
菌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条精密复杂的
生产线正自动作业。

“产值1.3亿元，这是我们8月交出
的‘成绩单’。”普利制药相关负责人邹
银奎介绍，除少部分产品原辅料不能及
时到货影响生产外，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该公司90%的订单得以正常交付，
“多亏了政府各部门出台的一揽子纾困
政策举措，这才让我们生产不停歇。”

一揽子纾困政策举措中，让邹银
奎尤为印象深刻的，是省药监局出台
的“远程非现场检查”举措。

不久前，普利制药旗下一款产品
需接受药品GMP符合性检查，但该
产品原料生产端在岛外，精制加工端
在岛内，这让他一下犯了难，“疫情期

间人员流动困难，现场检查工作难以
开展。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查，势必
会影响该产品的正常生产。”

“能否将线下检查改为线上检
查？”邹银奎试探性提出。

“线下”变“线上”，一字之变，难
度却不小。

“远程非现场检查属于新生事
物，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目前没有现
成的法规和指南可遵循，检查过程不

受控的因素较多。”省药监局相关科
室负责人坦言。

尽管工作有难点，为了不影响企
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省药监局还
是迎难而上：在借鉴有限的国内外远
程检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
际，在较短时间内研究制定出《药品
远程非现场检查工作程序》。

最终，检查人员通过远程沟通、
文件在线审查、视频共享等方式，顺

利完成对普利制药该款产品的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

“整个检查过程历时10天，其间
检查人员一直在加班加点帮我们审
核申报资料。”在邹银奎看来，这套“好
政策+优服务”的组合拳，极大增添了
企业爬坡过坎的底气和后劲，“眼下，
我们的所有生产经营均已恢复正常，
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不成问题。”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

省药监局创新检查模式助力药企生产不停歇

用“非现场”监管实现“零距离”服务

广告·热线：66810888

●万凡（海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5949061830）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 阮 亚 盛（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419620913471X）遗失陵水

县新村镇人民政府于1980年 12

月17日开具给阮连德的《房宅定

居证明书》一份，土地面积118平

方米，特此声明。

●邵桂兰不慎遗失丈夫尹超英骨

灰安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临

时宫右架5行46号，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工业土地转让、出租、合作
海南中线高速旁，土地出让16万

m2。适旅养、物流、工厂、农场养

殖等。电话：13674614913。

商业信息

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关于召开社员大会的通知
各位社员：我社定于2022年10月

19日上午9:30在营业部二楼会议

室召开社员大会。会议审议的内容

有《关于修订<定安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章程（第十一次修正案）>的

提案》等三个。联系人：王女士，电

话：63826618。 定安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2022年10月3日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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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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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专题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值班主任：卓上雄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为做好国庆节假期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进一步提升企业禁毒宣传教育力度，
连日来，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禁毒办
联合工会、团委、各社区禁毒专干深入辖
区内企业开展“庆国庆 禁毒宣传进企
业”活动，共同筑牢禁毒“防火墙”。

活动现场，禁毒工作人员向企业职
工派发宣传折页，面对面详细地讲解禁

毒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科普毒品预防
教育的基本知识，并重点介绍新型毒
品的种类和危害，以及如何识别、防范
和抵制毒品的侵袭。提醒企业职工要
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增强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做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同时，倡导企业职工积极参与到禁毒斗
争中，向家人、朋友及身边人科普禁毒

知识，踊跃检举各种与毒品有关的违法
犯罪活动。

通过此次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有效
提高了企业职工自我防范毒品危害的
意识和能力，增强了职工禁绝毒品的决
心，营造了企业浓厚的禁毒宣传教育氛
围，为推进街道禁毒工作的开展增添了
力量。 （撰文/梁子 王小雪）

海口市龙华区开展“庆国庆 禁毒宣传进企业”活动

禁毒宣传进企业 筑牢禁毒“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计思佳
刘冀冀 通讯员张余雪）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在海口召开的“恢复提振经
济 助企纾困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
海口复兴城专场获悉，海口复兴城将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园区实现全
年营收和税收同比增长不低于40%，
确保完成全年营收1500亿元和税收
80亿元的目标。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总裁王喜欢表示，复兴城将精细化
服务园区企业，推动谋划龙头企业
与自贸港政策相匹配的业务板块实
质性布局海口，并吸引其生态链企
业到海口发展；充分发挥企业首席
服务专员专班、复工复产服务专班
等各项服务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协

调解决入园企业和项目遇到的问题
及困难，为各家重点企业配备“服务
专员”精准服务，做到“专人专事”持
续跟进并解决问题；对生产经营困
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
物业费进行优惠减免。

同时，到12月底前，复兴城国家
人力资源产业服务园将持续举办不
少于10场次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提
供岗位数不少于1000个；将在各级
政府部门协助下开展多场银企对接
活动，帮助园区企业更好获得信贷
支持及投融资；开展园区企业产品
销售会，如企业内购会、产品对接
会、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
活动，帮助园区企业去库存，解决产
品滞销问题。

此外，复兴城还将优化招商方式
和拓宽招商渠道，加大产业招商力
度，做大产业蛋糕，在开展走出去招
商的同时，重点开展线上招商和直播
招商；将陆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成渝等4个重点区域设立
复兴城招商办事处，开展驻点招商；
还将联合园区的基金公司及龙头企
业开展渠道招商和生态链招商，推动
生态链企业集体抱团落地。

复兴城还将依托“国际设计岛”
“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自贸港
创新政策，结合园区的产业优势，加
快研究游戏出海、电子信息产品保税
维修和再制造等细分特色产业链在
园区集聚发展的路径和策略，加快推
动产业集聚，形成新增长点。

关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典型

海口复兴城精细化服务企业，确保完成全年营收千亿元目标

一企一员 一呼即办 一跟到底

■ 本报记者 谢凯 通讯员 郑诗嘉

“做深做细案件的初核工作，能让
我们在后续案件办理过程中掌握主动
权。”近日，在五指山市纪委监委的一
场案件分析交流会上，该市纪委监委
第三审查调查室主任刘琪分享自己的
办案经验。

不久前，刘琪荣获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嘉奖，她说：“这一份荣誉不仅属
于我个人，更属于五指山市纪委监委
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全体人员。”

自2018年从五指山市人民检察
院转隶到市纪委监委以来，刘琪始终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以正风肃纪反腐

事业的赤诚之心，作为做好纪检监察
工作的指路明灯。长期奋战在审查调
查一线的她，是同事眼中坚守岗位、冲
锋在前的纪检监察“工作能手”。

2015年4月，五指山市纪委监委
根据上级部门工作部署，开展追逃“清
零”专项行动，“清零”的主要目标放在
20世纪90年代因贪污而潜逃的王某
某案件上。20世纪90年代，王某某
在五指山市某银行工作，染上赌博恶
习的他，对“银行备用金”打起了歪主
意，利用当时银行资金管理存在的漏
洞，私自窃取银行巨额现金后潜逃。
出逃时，王某某没有携带身份证，二十
年间也从未与家人联系，如一个“隐形

人”般销声匿迹。
面对这样的陈年积案和极其微弱

的线索踪迹，刘琪所在科室主动承担
该起案件的查办工作。她和同事详细
查阅案件资料和往年追查记录，对相
关证人询问笔录进行研究，多次与关
键证人核实王某某去向。经过两年的
不懈摸排，在把王某某的活动范围锁
定在广西南宁市后，她立即带领专案
同事昼夜兼程，赶往广西，与南宁市公
安机关沟通协作，确认了王某某曾在
一处工地工作过，沿着相关线索追踪，
最终将王某某抓获归案，圆满完成追
逃“清零”行动任务。

“女同志远赴千里查办案件，需要
克服更多困难，但是刘琪从来没有喊
过苦、说过怕，而是义无反顾一次次冲
锋在最前线。”曾与刘琪一起参与专案

的同事说。
面对审查调查对象处心积虑对抗

组织审查，刘琪不但没有自乱阵脚，而
是发挥自己作为女纪检监察干部细致
耐心的特性，在案件细微之处攻破难
题。2021年初，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期间，刘琪所在科室收到五指山
市公安局毛阳派出所原所长刘某某的
问题线索。从事多年公安工作的刘某
某，反侦察意识极强，事先与贿赂过他
的老板订立攻守同盟，百般抵赖，给案
件查办带来不小的难度。在追查刘某
某购买雷克萨斯牌小轿车资金来源
时，刘琪发现了端倪，24.28万元的刷
卡单上虽签名人为刘某某，但银行卡
所属却另有其人，刘琪紧抓这一线索，
通过对银行卡所属人严某某的询问以
及果断对刘某某采取留置措施，在铁

的事实面前，刘某某终于低下了头，承
认违法犯罪的事实。

“惩处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教育
和挽救干部更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在每一起案件审查调查中，刘琪努力
做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当审查调查对象因胆
怯和心存侥幸，不愿彻底承认违纪违
法犯罪事实时，她反复与审查调查对
象谈心谈话，讲明政策，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唤醒其党性和初心，引导其
卸下思想包袱，迷途知返，向组织真
诚忏悔。

2018年以来，刘琪已累计参与处
置问题线索80余件，教育挽救干部
50余人，主办或协办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案件13件，挽回经济损失近千
万元。 （本报五指山10月2日电）

五指山市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主任刘琪：

用“忠诚实干”履职尽责

我省加快建设8个热带优异果蔬
资源开发利用示范项目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大力发展热带
优异果蔬产业，进一步助农增收，目前我省6个市
县加快推动建设8个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
利用示范项目。

这8个示范项目具体为：海口琼山金棕榈热
带果蔬展示示范项目、海口东山天地人热带果蔬
展示示范项目、三亚南山热带果蔬展示示范项目、
儋州热带果蔬展示示范项目、儋州嘉禾热带果蔬
展示示范项目、琼海世界水果之窗热带果蔬展示
示范项目、保亭热带果蔬展示示范项目、澄迈永发
热带果蔬资源保存和品种展示基地项目。

海口东山天地人热带果蔬展示示范项目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基地已种植牛奶凤梨等优质
新品种，未来将建设成热带柚、主食香蕉、早熟荔
枝等10至15个优质新品种引进热带果蔬孵化展
示园。

据介绍，根据有关规划，到2025年，我省将以
“一中心三基地多团组”为建设目标，以国际热带
果蔬创新利用中心为核心，以生产基地、种苗繁育
基地、新品种示范基地为支撑，建设热带果蔬标准
化示范园、共享农庄、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强镇、
产业集群等多团组的产业发展格局。

洋浦保税港区
首次进入A类行列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符智）近日，海
关总署发布了2021年度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
估结果，洋浦保税港区在全国137个参与考核的
特殊监管区域中排名第27位。这是洋浦保税港
区首次进入全国特殊监管区域A类行列，也是
海南首次有特殊区排名进入全国A类行列。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洋浦保税港区发展局获
悉的。

2021年，洋浦保税港区在新冠疫情的严峻挑
战下逆势而上，实现进出口额364.7亿元，大幅增
长15.6倍，对儋州洋浦的外贸贡献率为46.8%，对
全省外贸贡献率为24.7%。2021全年经营总收
入同比增长3.77倍；税务部门税收同比增长15.2
倍；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6倍。截至2021年
底，保税港区累计注册企业2587家，其中2021年
累计注册企业1972家，同比增长3.04倍。

据了解，海关总署每年对特殊监管区进行绩
效考核，在2019年度考核中，洋浦保税港区在全
国排名为104位，B-类，在东部地区排名第71
位，C类；2020年度，在全国是88位，B类，东部
地区是62名，B类。2021年度的排名取得了重
大突破，大幅度提升了61名，排第27位，首次进
入了全国特殊监管区域A类行列。这充分证
明，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肩负打造海南
自贸港“样板间”的洋浦保税港区在快速发展，综
合实力不断提升。

“从今年1到8月份的数据指标上来看，洋浦
保税港区的指标还是一直在高位运行，其中进出
口总值262.7亿元，同比增长37.6%，其他指标也
在不断地在提升和增长。”洋浦保税港区发展局局
长张洪光说。

定安食品企业：

去库存 拓市场 助发展
10月2日，在定安县海垦果蔬旗下的豪蜜加工厂，工人正在挑选青金

桔。当天各条果品加工生产线火力全开，生产紧张有序。
据了解，该企业依托自有工厂、门店和渠道，加强线下精准对接，落实全

员营销方案，汇集资源和力量打开销路，去库存、促周转，多措并举确保完成
全年任务目标。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文/本报记者 邓钰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
建军）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近日印发
《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
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鼓励推行银行保函方式
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旨在帮助企业
降低成本、恢复发展，有效稳定经济
大盘，加快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

《通知》明确了保函的要求和使

用流程，并配套制定了保函格式文本
和流程图，以指导土地交易市场出让
人和竞买人规范使用银行保函，确保
具有可操作性。

《通知》印发后，在海南省土地
交易市场新发布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告中，出让人
应明确竞买人可以使用银行保函方
式提供土地竞买保证金，在交易文

件中明确竞买保证金和保函的担保
责任、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和保函
赔付条件，并将保函的开立要求、使
用流程和相关格式文本纳入交易文
件。出让公告发布后，土地竞买人
参与土地竞买，可以选择使用省内
外的各类商业银行开立的《土地竞
买保证金保函》替代现金缴纳土地
出让竞买保证金。

海南助企新政——

土地竞买可使用银行保函作为保证金

三亚天涯区首批
助企惠企奖励金兑付
两个重点项目获得奖励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近日，三亚市天涯区向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农产品加工贸易冷链物流园、
紫金国际中心写字楼项目各送去助企惠企兑付奖
励金3万元，落实助企惠企政策，激励辖区各项目
加大投资，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据悉，为激励企业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复苏，
日前天涯区出台《三亚市天涯区促进经济平稳增
长的若干政策》，围绕促生产、减负担、保用工、优
服务等方面推出了九条“干货”政策，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增长。

相关政策推出后，该区有关部门联动，积极对
接企业推动惠企承诺兑现工作，在企业自主申报
的基础上，按照鼓励企业提能增效、促进智能改
造、支持企业留住人才、提升企业创新研发能力、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类型，为符合申报条件
的企业及时兑付奖励补助资金。

“通过收集、审核项目业主上报材料，目前三
亚佳翔航空货运农产品加工贸易冷链物流园、紫
金国际中心写字楼项目符合奖励标准。”天涯区发
改委负责人表示，此次奖励系三亚本轮疫情后，该
区首个兑付固投项目助企惠企奖励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