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桥连海文袁天堑变通途遥 3月
18日上午袁海文大桥渊铺前大桥冤通
车仪式举行袁铺前大桥被正式命名为
海文大桥袁并于当天 15时正式通行遥
海文大桥建成通车袁将海口到文昌铺
前的路程由原来的一个半小时缩短
至 20分钟袁有效解决野海澄文冶区域
的交通瓶颈问题袁 还变身为 野带货
王冶袁铺前糟粕醋销量翻倍涨遥

海文大桥也成为海南交通人的
自豪袁因为海文大桥抗震设防裂度国
内最高袁 设计基本风速国内最大袁突
破国内无法在极震区袁跨越活动断层
带建设特大桥的技术难题袁解决强台
风区的桥梁永久结构安全和施工安
全技术问题袁突破国内最大规模钢管
复合桩的施工难题袁 取得一系列工
法袁为加快推进海南交通运输高质量

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遥
航天博鳌咫尺路袁魅力文琼铺坦

途遥 正值海文大桥通车半年之际袁海
南交通又传喜讯袁9 月 21 日袁 全长
65.7公里尧惠及沿线文昌尧琼海两市
7个乡镇共 50余万人的文琼高速通
车袁标志着从文昌到琼海的路程由原
来的 70分钟缩短至 30分钟袁成功打
造文昌尧琼海半小时生活圈遥 行车在
文琼高速袁可以尽情领略到海南热带
经济作物重要的 野三棵树冶要要要要要椰
子树尧槟榔树尧橡胶树袁郁郁葱葱袁美
不胜收遥

全长 163.42公里尧 由东向西经
万宁市尧琼海市尧琼中县尧屯昌县尧儋
州市等 5个市县的万洋高速于 12月
28日建成通车袁 万宁至儋州车程将
由原来的 4 个多小时缩短至 1.5 小

时遥 全省人民期盼 20多年的野田冶字
型高速公路网将全面贯通遥 而 9月
18日袁文临高速开工建设袁开启我省
高速公路网野田冶字型向野丰冶字型提
质升级遥

文琼高速让文昌尧琼海两大侨乡
更加紧密相连袁在通车时袁市民笑称院
野嘉积鸭冶与野文昌鸡冶缩短至 30 分
钟遥 面对万洋高速袁不少市民则戏称
将实现万宁后安粉与儋州米烂线线
相连袁促进后安粉尧米烂交流融合遥

据介绍袁今年袁我省加快推进美
兰机场至演丰段尧G15沈海高速海口
段尧山海高速公路和儋州至白沙高速
公路袁预计至 2020年底建成通车遥届
时袁岛内将全面实现野县县通高速冶袁
基本实现野2小时交通圈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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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袁琼州海峡新海港尧秀英
港尧南港野三港冶全面实行预约过海袁
驾车过海须提前购票预约袁需过海司
机可采取多种方式提前购票预约遥

3月 18日袁海文大桥渊铺前大桥冤
正式建成通车袁将海口到文昌铺前的
路程由原来的一个半小时缩短至 20
分钟遥

6月 18日袁叶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
易试验区琼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方
案曳出台袁对港澳游艇在自贸试验区

进出尧航行尧停泊尧旅游等方面推行便
利化监管措施袁 真正实现港澳游艇
野进得来冶野手续简冶野管得住冶野游得
动冶遥

9月 1日袁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
面推行班轮化运营袁实现野定船舶尧定
码头尧定班期冶遥

9月 21日袁文琼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袁从文昌到琼海的路程由原来的 70
分钟缩短至 30分钟遥

11月 26日袁 随着临高县多文镇

加良村至美兴新村公路最后 40米路
水泥铺设工作的完成袁海南率先在全
国实现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全部通硬
化路遥

11月 30日袁 随着儋州市最后一
个建制村开通客车袁标志着我省 2560
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100%通客车目
标顺利实现遥

12月 28日袁 万洋高速公路将建
成通车袁万宁至儋州车程将由原来的
4个多小时缩短至 1.5小时遥

2019年交通大事记

海文大桥尧文琼高速尧万洋高速噎噎条条大路通车袁2019年海南交通大飞跃

给力！海南“田”字型高速将贯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担当袁一个又一个交通工程交付使用袁实现 2019年海南交
通基础大发展遥 2019年袁我省海文大桥尧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渊文琼
高速冤尧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渊万洋高速冤建成通车袁G360文昌至临
高高速公路渊文临高速冤开工建设袁加快推进美兰机场至演丰段尧G15
沈海高速海口段尧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渊山海高速冤和儋
州至白沙高速公路建设遥

这一年袁全省人民期盼 20多年的野田冶字型高速公路网将全面
贯通遥这一年袁我省高速公路网开启野田冶字型向野丰冶字型提质升级遥

在办理程序上袁一是申请产品
注册遥首次申请产品注册的袁第三类
医疗器械申请人向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提交注册申请资料袁 第二类医
疗器械申请人向海南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提交注册申请资料遥 海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对第二类医疗器械申
请人注册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检查袁

经审查符合要求的袁核发叶医疗器械
注册证曳遥 已有 叶医疗器械注册证曳
的袁 注册人应当向原注册部门申请
办理叶医疗器械注册证曳变更曰二是
办理备案遥 海南省受托人应当向海
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受托
生产备案申请袁 备案时同时提交委
托合同尧质量协议等资料袁海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予以备案曰 三是办理
生产许可遥 海南省受托人受托生产
海南省注册人产品的袁 持海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叶受托备案凭证曳和注
册人叶医疗器械注册证曳向海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或变更 叶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曳遥

海南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正式落地

可跨省委托生产医疗器械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柴彦明 谢佳宁冤12 月 25 日上
午袁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成立暨开
办会议在市政府召开遥
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海峰兼

任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遥

三亚中央商务区
管理局成立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冤注册人制
度有哪些主要内容钥
办理程序有哪些钥 12
月 25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召开的
野医疗器械注册人制
度落地海南冶 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袁 允许
海南省医疗器械注册
人委托北京尧天津尧上
海等 21 个省 渊自治
区尧直辖市冤具备生产
能力的生产企业生产
医疗器械袁 允许海南
省受托人受托生产医
疗器械遥

据介绍袁 允许医疗器械注册申
请人通过委托生产医疗器械样品方
式取得叶医疗器械注册证曳袁成为注
册人后委托具有生产条件的受托人
生产产品曰 注册人不具备相应生产
能力的袁 可以委托一家或多家受托
人生产遥可以跨省份进行互相委托袁
允许海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尧天津尧
河北尧辽宁尧黑龙江尧上海尧江苏尧浙
江尧安徽尧福建尧山东尧河南尧湖北尧湖
南尧广东尧广西尧海南尧重庆尧四川尧云

南尧陕西省等 21个省尧自治区尧直辖
市受托人生产第二类尧 第三类医疗
器械袁 允许海南省受托人受托以上
21 个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注册人生
产第二类尧第三类医疗器械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 注册人必须是

住所位于海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
或科研机构袁 能够承担法律法规规
定的责任和合同协议约定的责任遥
具备专职的法规事务尧质量管理尧上
市后事务等工作相关的技术与管理

人员袁 具有医疗器械监管法规和标
准相关知识和经验遥 建立与产品相
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保持有效运
行袁 有对质量管理体系独立进行评
估尧审核和监督的人员遥具备承担医
疗器械质量安全责任的能力遥 注册
人依法承担医疗器械设计开发尧临
床试验尧生产制造尧销售配送尧售后
服务尧产品召回尧不良事件报告等环
节中的相应法律责任遥

注册人必须是住所在海南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或科研机构

第三类医疗器械申请人首次申请要向国家药监局提交资料

银万洋高速

银文琼高速

银海文大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王辉)科技部 2019年度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结果公布遥 海口国
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渊海
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冤袁 作为
2019年海南省唯一一家孵化器通过认
定袁 实现了海南省五年来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野零冶的突破袁成为海口首家
获批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遥

海口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袁下
一步袁高新区孵化器公司将通过更加
科学合理的整合资源袁不断完善科技
创业孵化育成链条袁促进人才尧技术尧
成果等创新要素的汇聚袁打造全省科
技创新创业样板区遥

海口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
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