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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报讯（记 者 符 吉 茂）6 月
13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次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在海口举行，共签
约重点项目 35个。其中，三亚有
3个项目参加此次集中签约。

组建三亚国际航空

当天，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建设三亚航空项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东航将
充分发挥自身航空产业集群的优
势，与海南有关各方携手，大力
发展航空经济和临空产业，全力
支持海南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
东航和海南省将致力于推动在航

空客运、航空物流、航空食品、航
空金融、航空产业投资、航空创
新科技等各领域进行全方位、深
层次合作，打造海南连接世界的

“空中丝绸之路”。
作为此次战略合作的一项标

志性成果，“三亚国际航空”应运
而生，其定位于一家立足海南、
面向世界，集多元化、国际化、市
场化、智能化于一体的创新型航
空公司。“三亚国际航空”作为海
南本土、基地航空，由东航股份
绝对控股，携手海南省交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三亚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吉祥航空、携程旅游网
络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共同组
建。这也代表着“三亚国际航
空”具有国有大型骨干航空公
司、优秀民营航空公司、全球领
先 OTA、海南本土国企国资的优
秀“基因”。

三亚国际航空将充分借助东
航及各方股东全方位的资源优
势，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吸引国
际化机组人员、管理人才、技术
人才，充分发挥股东多元化的灵
活性和创造力，打造航空公司新
的发展形态，打造高质量航空服
务产品，打造海南区域精品航空
品牌。

华神科技将在三亚
设立海南地区华神亚太
总部中心

签约仪式上，三亚市政府与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引进国际知名医
疗健康机构，在医疗健康多领域
进行合作。

根据合作协议，成都华神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在三亚设
立海南地区华神亚太总部中心。
华神科技投资三亚市相关医院和
引进国际知名医疗健康机构；双
方共同探讨在生物制药、药品销

售、华神（三亚）国际医院设立等

医疗健康多领域的合作，积极弘
扬中医文化。华神科技将大力发
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发展以
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
集中医疗养、康复、养生、中药材
种植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
旅游产业。

打造海南农产品专业
冷链物流综合信息平台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南繁科技城有限公司和海南环海
冷链配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建设冷链物流信息平台及

全岛配送体系项目。

海南环海冷链配送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环海冷链

（海 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

冷链配送服务为先导，打造海

南农产品专业冷链物流综合信

息平台，配合“百城联动、一城

一网”项目，把海南农产品的信

息化数据服务带给多方受众，

同时与农产品相关企业与三方

物流公司合作，不断创新服务

与业态，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完善产业布局，打造冷链物流

行业的标杆企业，实现核心资

产整体上市。

■组建三亚国际航空 ■设立海南地区华神亚太总部中心 ■打造海南农产品专业冷链物流综合信息平台

三亚签约3个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Sy

小莲雾 致富果

本报海口 6 月 13 日电《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后，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次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 6 月 13 日上午在

海口举行，通过现场签约和线上

“云签约”的方式，共签约重点项

目 35个。签约前，省委书记刘赐

贵会见了参加现场签约的机构和

企业代表，强调海南愿与境内外

广大市场主体一道，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

投资者，充分体现海南特色、海

南速度、海南效率，推动重点项

目加快落地，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

刘赐贵首先对出席活动的企

业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重大国家战略。两年多来，海

南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

文件精神，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

区，完善“五网”基础设施，加强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把园区

打造成项目落地和对外开放的重

要载体，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注重

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等，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

刘赐贵强调，海南将立足独

特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开放

政策等优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改革

创新，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

放形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

出位置，努力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

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加快构

建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为主导，以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为支撑的现代化经济体

系，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

稳致远、久久为功，不断取得新

成效。

刘赐贵指出，海南欢迎全球

市场主体前来投资兴业，共享发

展机遇。希望各签约方以“急不

得也慢不得”的态度，不断提高

项目履约率，抓紧推动项目落地

和建设运营，共同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随后的签约仪式上，省委

副书记、省长沈晓明致辞。他表

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意味

着人流、物流、资金流等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涌入。海南将通过制

度集成创新树立营商环境标杆，

积极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

进程，加快制定市场准入特别清

单、外资准入特别清单和服务贸

易极简清单，进一步精简审批事

项，实行“非禁即入”。企业到海

南以后，不仅能享受到海南优质

的生态环境和政策环境，也会享

受到越来越优质的营商环境。企

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企业和个

人排忧解难、创造条件、做好服

务。

仪式上，深圳证券交易所理

事长王建军、中国东方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绍勇、法国电

力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傅楷

德、美团点评集团副总裁陈荣凯

等签约机构和企业代表发言，一

致表示将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东风，把握难得机遇、发挥自身优

势、找准项目定位、全力参与支

持，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

力量。

本次签约仪式采取“现场签

约为主、线上签约为辅”的方式

分六轮进行，其中 8个外资项目，

27 个内资项目。中国人民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

研究所、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等机构，以及中化集团、商业

航天产业联盟、吉祥航空、携程集

团、中交海投、金融壹账通、渤海

租赁、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

华神科技集团等企业与海南有关

方面分别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省委常委毛超峰、何忠友、

童道驰、孙大海，副省长沈丹阳

等参加活动。 （沈 威）

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者，充分体现海南特色、海南速度、海南效率

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批集中签约35个重点项目
刘赐贵会见签约方代表 沈晓明致辞

台风“鹦鹉”预计今日登陆广东 海南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琼州海峡停航 进出岛列车调整
本报讯（记 者 赵 庆 山 通 讯 员

符转）6 月 13 日，海南省气象局于16
时 30 分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今
年第2号台风“鹦鹉”（热带风暴级）预
计于14日在广东沿海登陆。当天，三
亚日报记者从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
风“鹦鹉”影响，琼州海峡停航，进出岛
旅客列车调整运行方案。具体如下：

6 月 12 日北京西开 Z201 次运行
至广州终止，广州-三亚间Z201次停
运，6月13日三亚开Z202次改为6月
14日广州始发。

6 月 12 日哈尔滨西开 Z111 次运
行至佛山终止，佛山—海口间Z111次
停运，6月 13日海口开Z112次改为6
月14日广州始发。

6 月 12 日上海南开 K511 次运行
至佛山终止，佛山—海口间 K511 次
停运，6月 13日海口开K512次改为6
月14日广州始发。

6 月 11 日长春开 Z385 次运行至
湛江西终止，湛江西—三亚间Z385次
停运，6月14日三亚开Z386次改为湛
江西始发。

6 月 12 日长春开 Z385 次运行至
广州终止，广州—三亚间 Z385 次停
运，6月15日三亚开Z386次改为广州
始发。

6 月 12 日郑州开 K457 次运行至
徐闻终止，徐闻—海口间 K457 次停
运，6 月 15 日海口开 K458 次改为湛
江西始发。

此外，6月 13日海南海事局发布
消息称，因台风“鹦鹉”影响船舶安全
航行，琼州海峡航线于 13 日 15 时起
全线停航，复航时间另行通知。

莲雾被誉为“水果贵族”。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南鹿莲雾种
植基地，现有生产基地 1000 亩，是海南省重点扶贫示范基地。该
基地由崖州区长山村、三更村、凤岭村、北岭村 134 户农户 634 人
现金入股 130 余万元共同打造。近年来，该基地通过产业扶贫、
科技扶贫、入股扶贫、精准扶贫等多种方式累计带动农户及贫困
户超过 500 户 2000 人增收 1000 多万元。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国家卫健委通报6月12日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确诊病例11例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董瑞丰）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3日通报，6月 12日 0—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其中
境外输入病例5例（天津 1 例，上海 1 例，广东 1
例，海南 1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6 例，均在
北京；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例，解除医学观
察的密切接触者635人，无重症病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66 例（无重症病
例），现有疑似病例 1 例。累计确诊病例 1808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742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6月 12日 24时，据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
病例 74 例（无重症病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8367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83075 例，现有疑似病例 1 例。累计追
踪到密切接触者75138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
切接触者3197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7 例（境外输入 5
例）；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3例（境外输入 2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
染者98例（境外输入4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596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108 例（出院 1060
例，死亡 4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5例（出院 45
例），台湾地区443例（出院 431 例，死亡 7 例）。

文体界人士热议《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深耕海南
铺就文体康庄之路

2版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Sy

◀6 月 11 日，果农正在生产车间内对刚采摘的“南鹿一号”莲雾进行筛选和包装。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举办线下招聘会

自贸港政策
掀起毕业生留琼热潮

3版

创业板改革方案
正式落地

4版

▲6 月 11 日，一名果农正在采摘“南鹿一号”莲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