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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年来，
海南自贸港许多重要项目需要资金大
力扶持，如何实现资金和项目对接有
许多潜力可挖。作为金融机构，可能
有一个共同感觉：我们不是不想放款，
而是苦于思考放款给哪些项目、怎么
放。”近日，在海南自贸港重大项目谋
划生成及融资政银企对接会上，农业
银行海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吴金
铎如是说。

这样的局面，在这次对接会上将

有所改变。
“海南省牛路岭灌区工程PPP项

目，可研批复总投资30.55亿元，采用
PPP模式后政府直接出资降至18亿
元，回报机制为‘使用者付费+可行性
缺口补助’，合作期限34年……”对接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就有
关项目向金融机构进行推介。

当天，省发展改革委就全省319
个、总投资5953亿元的重大项目向参
会金融机构、园区企业等代表进行展

示，并重点就7个示范、试验海上风电
项目，马村港三期等3个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牛路岭灌区工程等3个
重大PPP项目进行了融资推介。

“今天的会议把项目摊开来，让金
融机构详细了解项目内容、进度的做
法，让大家觉得重要项目看得见摸得
着，有助于资金项目快速对接。”吴金
铎说，会后将仔细研究项目和有关政
策的对接，推动项目落地。

“抓重大项目谋划、招商，促有效投

资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海
南自贸港高质量建设的重要抓手，此次
会议是加强政银企对接，激发投融资活
力、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一环。”省发展
改革委主任顾刚表示，各方要以对接会
为契机，加速资源整合，加强要素保障，
合力帮助项目“踩油门”，推动项目早落
地、早投产、早见效。

多家金融机构分别就各行支持领
域、对重大项目的差异化政策、重点项
目融资建议等进行发言。明阳智慧能

源、中州航空、山东能源等重点企业结
合具体项目在包装、融资、建设、机制配
套等方面问题和建议进行深入交流，为
我省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重大项目顺利
实施献言献策。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构建
政银企对接长效机制，狠抓重大项
目谋划，将建立我省重大项目谋划
推动专班，推动资源要素向重大项
目倾斜，为加快我省重大项目建设
蓄力、提速。

我省举行重大项目谋划生成及融资政银企对接会

精准对接为项目建设“加油”

老年人能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吗？
省疾控专家：推荐用于加强免疫接种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马
珂）11月25日，我省启动吸入用新冠疫
苗接种，并将于下周在全省首批133个
接种点铺开接种。有公众询问，老年人
是否适合接种？海南日报记者26日就
此采访了省疾控专家。专家表示，该款
疫苗推荐老年人用于加强免疫。

据悉，吸入用新冠疫苗与“一
针苗”所使用的疫苗配方是完全相
同的。在不改变疫苗成分的基础

上，创新给药方式，将疫苗雾化成
微小液滴通过“口腔吸入呼吸道”
的方式接种。

吸入用新冠疫苗适用于18岁及
以上人群，且完成基础免疫满6个月
人群。这里的基础免疫，是指已接种
2剂次灭活疫苗或接种1剂次生物腺
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肌注剂型）。本
次吸入用新冠疫苗仅用于加强免疫，
不可用于基础免疫。

专家表示，由于老年人的免疫
功能相对较弱，60岁以上人群完成
新冠病毒疫苗基础免疫后产生的
抗体水平和保护效果比18岁至59
岁人群相对较低，而一旦感染，发
生重症、危重症的比例也较高，所
以建议老年人符合加强免疫接种
条件后，抓紧进行加强免疫接种。
吸入用新冠疫苗是目前可供老年
人加强免疫的疫苗之一。

因吸入用新冠疫苗不用打针，可
避免肌肉注射所带来的注射部位疼
痛等局部不良反应。“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有效手段。
特别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预
防重症和死亡方面有明显效果。”省
疾控专家提醒，“对于老年人，特别是
对于高龄老年人，应种尽种、全程接
种、加强免疫接种是非常有意义、有
价值的。”

海南家政服务行业
三项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省市场监管局批准
发布《家政服务机构管理要求》《家政服务从业人
员基本要求》《家政保洁服务质量规范》三项海南
省地方标准。

三项地方标准由省商务厅提出、省质量协会
负责编制，经过前期预研、立项、行业调研、标准起
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报批等程序后正式发布，
将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实施。

《家政服务机构管理要求》规定了家政服务机
构管理模式、要求和服务保障，适用于开展家政服
务活动的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基本
要求》规定了家政服务机构管理层、工作人员和家
政服务员的岗位要求和工作内容，适用于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基本管理；《家政保洁服务质量规范》
规定了家政保洁服务质量规范的基本要求、执业
管理、工作流程及要求、质量要求、质量监督，适用
于规范家政保洁服务行业服务质量。

标准发布后，我省家政服务机构、家政从业人
员及家政保洁服务质量有了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有利于规范我省家政服务行为，提升家政服务水
平，推动我省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日前，由
海南中天云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设立和运营的反向并购公司
Hainan Manaslu Acquisition
Corp在纳斯达克IPO（首次公开募
股），股票代码为HMAC，公司目前
市值9000余万美金。成功IPO后，
HMAC 成为“海南省 SPAC 第一
股”。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金
融发展局获得的消息。

SPAC（Special Purpose Ac-

quisition Company即特殊目的收
购公司）是通过金融专业技能和资源
实现跨境并购的一种融资方式，将
IPO、海外并购、反向收购、跨境募资
等多种金融属性集于一体，优化各金
融工具的特征，从而完成企业上市融
资的目的。SPAC模式已经成为近
年来各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
IPO的热门选择。

据了解，HMAC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在智能制造、大消费、人工智能

等高增长行业领域，具有明确战略发
展前景和价值增长预期的企业作为
并购标的。目前已与符合并购标准
的标的企业签署并购协议，计划在
2023年一季度完成并购。

据了解，中天云朗于2021年 4
月在三亚市中央商务区注册，是一
家由来自北京、上海、香港企业运
营及战略咨询、投行等资深人士所
组成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专
注于数字消费新模式以及科技驱

动的产业革新机会的精品投行及
股权投资机构。公司业务涵盖跨
境收并购、股权投资、上市公司资
本运作等领域。

中天云朗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立足海南，充分对接海外资
本市场，积极探索利用外资引入产
业资本，引入具有重点产业优势的
上市项目落地海南，以点带面，通过
上市公司的带动效应，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

海南首单SPAC上市落地

第十四届海南书香节
将发放16667张电子消费券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雷志）11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凤凰新
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获悉，11月28日至12
月11日，第十四届海南书香节将面向全省居民免
费发放16667张面值为30元的“第十四届海南书
香节——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电子消费券”。此券
可在全省各活动书店使用。

首批发放12000张电子消费券，领取时间为11
月28日、29日上午10时起；使用时间为11月28日
至12月4日。读者自成功领券后即可核销使用，到
期未使用的电子消费券将自动作废，并入第二批重
新发放。参与第一批领券活动的读者，无论是否使
用了电子消费券，均不能参与第二批领券活动。

第二批电子消费券领取时间为12月6日、7
日上午10时起；使用时间为12月6日至12月11
日。读者自成功领券后即可核销使用，到期未使
用的电子消费券将自动作废。

持有海南身份证或海南社保卡的读者可关注
“书香海南”微信公众号参加领券活动。

海口海关完成新标准下
全省首家AEO企业认证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柯尊鹏）11月23
日，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向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紫金国控）颁发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AEO）证书，这是10月28日新修订的《海关高级认
证企业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公布施行以来，海
口关区首家通过新《标准》认证的AEO企业。

紫金国控注册地在三亚，是紫金矿业集团的
国际运营总部企业，主要经营黄金产业园项目和
铜精矿配送中心项目。作为大型跨国矿业集团，
该企业有着强烈的AEO认证申请意愿。据了
解，AEO认证是海关企业信用认证的最高等级，
获得海关高级认证的企业可以享受减少通关时
间、降低查验率等多项优惠便利措施。

“在了解到企业具体情况后，我们为企业量身
定制了培育方案。”三亚海关审批办科长邢丽春表
示，“我和同事们多次到企业开展面对面的政策宣
讲和现场指导，建立线上线下一对一联系渠道，全
天候为企业答疑解惑，帮助企业准备申请AEO
认证所需的材料。”11月21日，经过海口海关认
证专家组实地验审，紫金国控正式成为海关AEO
高级认证企业。

东方板桥镇污水处理厂项目：
力争明年3月实现
功能性通水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通讯员符天
玲）11月24日，在东方市板桥镇污水
处理厂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繁忙作
业，工人们加紧对污水处理厂的主体
结构进行施工。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当前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力争明年
3月底实现功能性通水。

为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
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采取加班加点等
各种措施，确保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据了解，板桥镇污水处理厂总投资
约2.3亿元，项目采用“工艺AAO反应
池+MBR工艺”的新技术处理污水，出
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其服务人口约
3.3万人。截至目前，整个污水处理厂
已经完成投资6000万元，力争明年5
月底基本完工。

我省11月小客车摇号
结果出炉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11月26日，海
南省第49期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增量
指标配置结果出炉，本次小客车中签
率95%。

据悉，本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
配置个人摇号有效编码22083个，单
位摇号有效编码440个。当天共产生
20957个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
440个单位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申
请人可直接登录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
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https：//
www.hnjdctk.gov.cn/）查询中签结
果。

省调控办提示，根据相关规定，指
标有效期为12个月且不得转让。单位
和个人应当在指标有效期内使用指
标。逾期未使用的，视为放弃指标。
以排号或摇号方式取得的指标逾期未
使用的，自有效期届满次日起，三年内
不得申请增量指标。

新冠病毒是全人群易感，
而在易感人群当中，最脆弱的
就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身
的免疫功能就相对于年轻人要
弱一些，一旦发生感染，相较于
成人和儿童，重症和死亡风险
是非常高的，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对于降低老年人的重症和死
亡是有效的。

为什么老年人更需要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实践证明，老年人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安全性良好，常见
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与已广泛
应用的其他疫苗基本一致，绝
大多数表现为接种部位红肿、
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偶有发
热、乏力、头疼等反应，大多数
是一过性的轻微反应，通常不
需要治疗。

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安全吗？

有研究显示，老年人接种加
强免疫针后，对于新冠病毒感染
后导致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可降低
90%以上。由于老年人的免疫功
能相对较弱，60岁以上人群完成
新冠病毒疫苗基础免疫后产生的
抗体水平和保护效果比 18 岁至
59岁人群相对较低，所以建议老
年人进行加强免疫接种。

老年人是否有必要
接种加强针？

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接种
前要确认基础病控制良好并处于
稳定期，如果不清楚是否适合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一方面，可以提前
咨询家庭医生或临床医生；另一方
面，在接种单位有专门预检医生，
针对老年慢性疾病情况进行询问，
在药物控制良好、病情稳定的情况
下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患有慢性病的老人可
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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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打造11个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本报三亚11月26日电（记者李艳玫 黄媛
艳）11月26日，三亚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暨美丽
乡村建设管理推进会在崖州区梅联社区举行。海
南日报记者从推进会上获悉，该市正按照美丽乡
村建设管理三年提升行动计划，通过“党建引领、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农民参与”的模式，打造一批

“村美、村强、民富”的美丽乡村。
据了解，三亚通过竞争性评选的办法择优选

定11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包括升昌“芒果第
一村”、水蛟空港服务村、六盘美食演艺村、那受—
龙密山海共富村，梅联赶海渔趣村等，并将南田居
田湾队、南滨居白超队等垦区连队纳入建设范
围。该市通过差异化布局乡村产业，促进村庄可
持续发展，绽放美丽乡村新魅力。

今年以来，三亚举办了两次现场招商推介会，
截至目前，11个示范村均已有进驻或有意向参与
企业。村企共谋发展，天涯区抱前村采取村集体
公司与区国资企业联合控股共同成立乡村振兴平
台公司，共同推进项目落地实施，实现社会资本与
集体资本联合持股，实现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探
索出“政府-企业-村民共建共享共富”新方式。

据悉，三亚已出台多项政策，在规划引导、用
地用海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对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予以支持。同时，该市着力推进农村“三变”
改革，如天涯区借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三块
地”改革契机，通过挂牌入市和协议入市方式，推
动该区抱前村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既解决了入驻企业产业用地问题，又解决了村
集体经济缺乏启动资金的问题。

讲好疍家故事
推广疍家文化

11 月 25 日至 26 日，2022
陵水疍家文化美食节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新村镇举行。图为美食节
现场，游客正在彩绘疍家帽。

开幕当天，现场热闹非凡，
疍家特色美食、疍家文化摄影
作品展、非遗刺绣展等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此
外，现场乐队、舞蹈表演和世界
杯赛事观赛等活动，也极大丰
富了本次文化美食节的可玩性
与可看性。

据悉，陵水举办此次疍家
文化美食节，旨在通过活动讲
好疍家故事，进一步推广疍家
美食、宣传疍家文化，培育陵水
旅游餐饮特色品牌，丰富陵水
文化旅游供给体系，着力推动
陵水文旅融合，推动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

文/本报记者 王迎春
图/通讯员 邓丕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