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日前袁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曳袁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员胡
长青博士认为袁在确保数据流
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袁有序扩
大通信资源和业务开发袁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促进数据领域
开放袁实现自由贸易港数据充
分汇聚和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的重要政策制度设计遥

海南智能电网实验室揭牌

“智慧大脑”
为智能电网建设赋能

聚集数据领域开放 海师大研究员胡长青建议院有序扩大通信资源和业务开发

打造开放型数字经济新高地

依托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
开放增值电信业务

野数字经济时代袁数据跨境流动将带来全社会经济总体效用
的提升袁对国家和企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遥 冶胡长青
说袁首先袁国家培育发展数字经济袁必然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遥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实施 5G广域低频全岛覆盖袁谋划
建设人工智能尧工业互联网尧物联网尧车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袁加
快建设国际海底光缆及登陆点为例袁 中央财政投入以及由此撬
动行业共享共建资金投入将是巨量的遥

其次袁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增值电信业务袁逐步取消外资股
比等限制袁 允许实体注册尧 服务设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企
业袁 面向自由贸易港全域及国际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
等业务袁积极释放国内国外双向市场跨境电商尧国际金融尧全球
数字文创尧离岸数据服务外包等新业态尧新产业尧新模式和新技
术转化应用潜能袁必然带来大量市场主体的进场袁从中可能孕育
产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遥
另外袁海南自由贸易港明确提出构建以旅游业尧现代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袁 而依托国际互联网数
据交互试点袁开放增值电信业务袁恰恰能够激发数字旅游尧数字
传媒尧智能家居尧联网汽车尧电子服务等各细分业态异质化发展袁
不断催生新业务和新企业袁 由此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繁荣
发展遥

再者袁自由贸易港零关税尧低税率尧简税制等政策红利背景
下袁海南跨境网购尧电商物流等数字贸易规模也势必迎来级数提
升遥 此外袁国际网络视频尧电子竞技尧国际远程教育医疗服务尧搜
索引擎等数字应用也会随着海南设立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和开展
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而不断开辟国际发展新空间遥

此外袁从国内电信运营商结构变化来看袁从对外安全有序开
放基础电信业务来看袁势必激发国内广播尧影视产业积极投入国
际市场竞争袁 并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影视文化产业全产业链建
设与发展曰 发达国家电信运营商未来若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参
与国内四大电信运营商基础电信业务竞争袁 势必带来电信技术
和服务升级以及资费下降曰 国内电信运营商在激烈的行业竞争
中不断成长和崛起袁 完全有可能逆向拓展海外基础电信业务和
争取海外并购遥

胡长青认为袁 海南自由贸易港以贸易和投资自由便
利化为重点袁突出制度集成创新袁积极建构跨境资金流动
自由便利尧人员进出自由便利尧运输来往自由便利以及数
据安全有序流动的高水平开放型新经济体制遥 其高水平
开放袁不仅要建立领先于国内的开放型制度袁还要跻身世
界开放型经济前沿遥 从当前世界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及其催生的新业态尧新模式发展态势看袁未来数字经济
特别是数字贸易将成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袁 而加快数字贸易发展以及建立健全数字贸易交易规
则将是今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遥

胡长青建议袁海南以建设智慧海南为抓手袁瞄准 5G尧
区块链尧人工智能尧物联网尧大数据等数字经济关键生产
要素的野建设尧应用尧安全尧标准冶主线谋划开启自由贸易
港建设新征程袁力争 2025年前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
管理制度框架下袁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袁探索
形成既能便利数据流动又能保障安全的机制曰2035年前
创新数据出境安全的制度设计袁 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
国际规则制定袁建立数据确权尧数据交易尧数据安全和区
块链金融的标准和规则等袁实现数据安全有序流动遥

野海南自由贸易港加速提升贸易数字化整体水平袁加
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推动数字贸易发展袁 积极
提高各类数字交易和数据流通的安全可信度袁 助力数据
要素在安全可控前提下自由流动袁 促进数字产业价值和
潜力发挥袁 必能建成全球数据汇聚的开放型数字经济新
高地遥 冶胡长青说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袁海南散装水泥行业突出行业发展
和管理创新袁让散装水泥的生产尧预拌混凝土尧预拌砂
浆及装配式建筑的销售呈现全方位发展趋势袁 为经济
发展和节能减排作出积极贡献遥 为推动行业规范化发
展袁省散装水泥办通过播放宣传片尧海报袁主流媒体宣
传尧微信公众号推广等多种形式袁进行线上线下的全方
位宣传袁进一步扩大公众对散装水泥尧预拌混凝土尧预
拌砂浆和装配式建筑的认知度袁 强化绿色建筑发展理
念袁为海南散装水泥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遥
据介绍袁发展散装水泥有利于节约资源袁提高经济

效益遥散装水泥生产成本比袋装水泥低袁同等标号的水
泥袁散装比袋装可降低 20%左右遥 据测算袁每生产一万
吨散装水泥可节省包装纸 60吨袁 折合木材 330立方
米袁生产 60吨纸需要电 7.2万度袁煤 78吨袁烧碱 22吨遥
另外袁每运输一万吨散装水泥袁比运输袋装水泥可减少
水泥损失 4%遥 发展散装水泥还有利于促进和提高工程
质量袁减少粉尘污染袁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二氧化硫的
排放袁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遥

野在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程中袁更应该
大力推广使用散装水泥尧预拌混凝土尧预拌砂浆和装配
式建筑袁实现环保节能袁绿色发展遥 冶海南省散装水泥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袁自省政府叶海南省散装水泥管理
办法曳渊省政府第 244号政府令冤发布以来袁省散装水泥
办公室每年都在重点企业尧 人员密集场所设立宣传点袁
向相关企业和公众普及散装水泥相关知识遥 目前袁海南
省散装水泥应用率达 47%以上袁城市应用率达 90%以上遥
下一步袁 海南省散装水泥办公室将联合相关部门

积极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袁 加大对散装水泥的普法
力度袁提升企业尧市民节能意识和责任意识袁把节能环
保与企业提质增效结合起来袁进一步提高散装水泥尧预
拌砂浆等绿色建材在大型项目尧乡村建设尧家庭装修等
方面的使用率袁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节能减排作
出积极贡献遥

全国节能宣传周

环保节能
海南推广
散装水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6月 29日至 7月 5日是全国节能
宣传周袁7月 2日为全国低碳日遥 6月 29日袁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散装水泥办公室了解到袁
近年来袁海南大力推广散装水泥袁为实现节
能环保尧绿色发展提供野助力冶遥目前袁海南省
散装水泥应用率达 47%以上袁城市应用率达
90%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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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玉冤 自 6
月 19 日省人
社厅尧省委人
才发展局等
多部门联合
印发叶吸引留
住高校毕业
生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
的若干政策
措施 曳 渊以下
简称叶政策措
施曳冤以来袁吸
引了不少高
校毕业生在
海南就业遥 他
们都期望能
为自贸港的
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通
讯员 莫娟 阙廖夫冤 6月 29日袁 海南智能电网实验室
揭牌袁标志着海南省智能电网野75111冶目标中袁以科技
创新主体为支撑的野智慧大脑冶建设进入新阶段遥
据介绍袁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提出了 2030年

建成世界一流电网企业的奋斗目标袁 制定了野75111冶
智能电网建设方案袁决定高质量尧高标准推进智能电
网实验室建设袁实现该公司服务海南自贸港袁建设世
界一流企业的目标遥
该实验室定位于服务全省域智能电网建设袁支撑

海南自贸港战略实施袁由野热带智能电网实验室冶尧野数
字电网实验室冶尧野智能微网实验室冶 三个子实验室构
成袁拥有研究人员 65人袁创新团队 8个袁投入渊项目冤
资金约 2亿元袁通过与国内多家高端专业院校的技术
交流合作袁开展了 60项电网前沿科技研究项目袁目前
累计发表论文 100余篇袁授权发明专利 65项遥

据了解袁该实验室将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袁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袁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为目标袁全面开展热带环境下电力智能装备研发
制造尧远洋海岛可靠尧高效供能技术等领域应用基础
研究袁为海南省建设全省域智能电网提供坚强的科研
技术平台支撑袁全面赋能海南省智能电网建设袁更好
地融入和服务海南省自贸港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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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政策措施曳中还提到要加大激励力度袁吸引更
多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袁 海南省入伍的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士兵纳入放宽落户范围袁 享受引
进人才相关优惠政策待遇曰乡镇(街道)专职人民武装
干部主要从海南籍或入伍地为海南的高校毕业生士
兵中招考遥 各市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财力情
况袁 研究制定从海南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一次性
奖励政策遥
今年毕业的海南籍学生王光才说院野都说当兵后

悔三年袁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袁每个男人心中都有当兵

这个梦想遥上学期间袁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去当兵我很
后悔袁而现在叶政策措施曳中提到应届毕业生去当兵
可以享受引进人才相关优惠政策待遇袁 这令我非常
地心动袁 我希望能顺利当上一名军人袁 为国家做建
设袁保家卫国袁也期望将来退伍后可以回来为海南的
发展贡献绵薄之力遥 冶

叶政策措施曳还从实行落户自由尧推动充分就业尧支
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尧拓展毕业生见习空间尧增加毕业生
再教育机会尧开展就业援助尧保障就业权益等多个方面
提出了吸引留住高校毕业生的具体措施遥

叶政策措施曳中提到袁为了给高校毕业生提供安
居保障袁2018年 5月 13日后新引进的全日制 50岁
以下博士毕业生尧40岁以下硕士毕业生尧35岁以下
本科毕业生可凭在我省就业创业的相关证明材料申
请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补贴袁 住房租赁补贴累计发
放不超过 36个月袁 每季度集中受理和发放一次袁具
体标准为院博士 3000 元/月曰硕士 2000元/月曰本科
1500元/月遥 购房补贴累计发放不超过 3年袁每年集
中受理和发放一次袁具体标准为院博士 3.6万元/年曰硕
士 2.4万元/年曰本科 1.8万元/年遥已领取购房补贴的袁
不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遥 领取购房补贴前袁已领取住
房租赁补贴的袁应扣除已领取的住房租赁补贴遥

今年毕业的海口经济学院学生尚坤袁 原本因为
住房问题袁 只能选择回河南就业的他说院野海口的环
境很好袁我来这里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上这里了袁但是
海口的物价高袁房租也高袁我本来在海口找了一份工
作袁但工资只有两千多袁还不包吃住袁这对于刚毕业
的我来说压力很大袁 所以我只能放弃在海南就业的
心愿打算回家乡发展袁没想到这时海南省人社厅尧省
委人才发展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 叶政策措施曳袁这
让我看到了希望袁因为有房租赁补贴袁这就解决了我
的住房难题袁我也因为这个政策决定在海南就业袁在
自贸港这个大的背景下袁 我将为海南的发展贡献我
最大能力遥 冶

因为住房租赁补贴政策，他决定了：就在海南就业

因为这个优惠政策，他“心动”了：希望顺利当上军人

打造全球数据汇聚的
开放型数字经济新高地

海南这些“硬核”政策措施
吸引高校毕业生在自贸港就业他们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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