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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派出多批医疗队支援湖北

海南简化外汇登记手续

海南密集出台政策举措推动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欧洲时报讯】 冒着零下 20
多度雨雪交加的严寒天气运送医
用物资；短短几日募集逾 10 多万
只口罩回海南……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琼籍华侨华人倾情支
援祖（籍）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一箱箱医用物资、一长串行李托运
单、一句句“武汉加油”，犹如一
股股暖流，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
汇向海南。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8日，
来自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
坡、印尼、越南、阿联酋、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的琼籍海外社团和侨胞累计为家
乡海南捐款 295 万元（人民币，下
同），捐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
等医疗物资折合达 417.08 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海南省
委统战部 ( 省侨办 )、省侨联向海
内外侨界发出倡议，琼籍华侨华人
积极响应，迅速展开抗疫行动。 

联系厂家、采购物资、对接
海南省涉侨部门……1 月 24 日，
泰国海南会馆永远名誉理事长陈
文秋等第一时间安排采购 7000 只
N95 口罩等防疫物资寄回海南，
是琼籍海外乡亲第一批运到海南
的抗疫物资。其后，泰国海南会馆
在不到两周的时日内，为家乡筹集

送回了四批急需的医用物资。 
日本海南同乡会于 1 月 26 日

发起旅日琼籍会员义捐倡议活动。
1 月 30 日，日本海南总商会率先
为海南紧急送来 8.1 万个医用口
罩，成为当时最大一笔进入海南的
侨胞捐赠物资。 

“作为华侨华人，出一份力，
尽一份心，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日本海南同乡会会长王曼贺不仅
全力做好日本海南同乡会的捐赠
事宜，还竭尽所能帮助其他国家的
琼籍侨团购买和运送医用物资。 

“阿联酋琼籍华侨华人得知
家乡海南缺少防疫用品后，大家心
急如焚。”阿联酋海南总商会暨同
乡会会长符永美说，“一个下雨
天，商会同乡成员连夜前往各大药
店像‘蚂蚁搬家’一样采购。大家
主动自觉地出钱出力，亲自采购、
亲自拉货、亲自打包箱子，情景感
人。” 

“要在最快的时间、想尽一切
办法筹集物资，支持家乡人民抗击
疫情。”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会长
蔡霜飞发起支持海南抗疫行动，在
澳琼籍乡亲纷纷利用各种资源，联
系当地知名供货商等，在最短时间
内筹购口罩等防护用品支援故乡
抗疫一线。 

近日，美国海南商贸总会、美
国南加州海南会馆和美国纽约海
南会所、美国海南总商会、美国纽
约琼海同乡会、美东琼海商会募集
和采购的 15.7 万只医用口罩等防
疫紧缺物资几经辗转运抵海南。 

美国海南商贸总会副主席许
志明称，得知疫情后，美国多个琼
籍社团成立捐款采购小组，发动海
南乡亲在微信群里接龙捐款，并安
排多人不分昼夜采购。“春节后工
人放假，为了赶快运口罩回海南，
79 岁的美国海南商贸总会主席吕
诗澄亲自开铲车装 10 万只口罩装
上卡车，马上又把物资运到洛杉矶
机场。” 

除了医用物资难买，由于一些
国家到中国的直航航班数量减少
甚至取消，买到防疫物资也存在运
不回中国的风险，一环一环的难题
摆在侨胞面前。侨胞们以各自在海
外打拼积攒的经验，克服困难，把
一批批医用物资运回中国。 

卸货、登记、分类、装箱，加
拿大海南乡亲冒着雨雪交加的严
寒天气争分夺秒地干活。“每个人
都为家乡使出全部力气，以至物资
运走后，耳朵里还留着撕扯胶带的
声音。”加拿大蒙特利尔海南同乡
会会长陈婧说，“所有努力只为

【欧洲时报讯】自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海南全力支持疫
情最严重的湖北省抗击疫情。目
前，海南已先后派出 7 批医疗队
860 多名医务人员赶赴湖北抗疫一
线。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海南
广大医务工作者踊跃报名加入援
鄂医疗队。“我的老师和师兄弟
姐妹们都已从各地奔赴武汉支援，
我也回去和他们并肩作战。为家人
而战我感到很光荣，义不容辞！”
参加海南首批援鄂医疗队的海南
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生谢甜说，
“非典时期我还在实习，导师在
一线抗击非典，英勇无畏，这么
多年深受影响，我也要成为像他
那样的人。”

今年 22 岁的刘俊英是海南中
部山区琼中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
士，人生第一次走出海南岛就是

参加海南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前
往湖北战“疫”，不问归期是何日。
“最坏的可能是被感染，这个结
果我能承受”刘俊英说。  

“莫嫌琼雷隔云海，荆楚万
里真吾乡！”海南省第四批援鄂
医疗队出发奔向湖北荆州时，随
行物品上印有两句改编自苏东坡
“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充
满了对湖北荆州人民的情谊。

“你们来自海南，海南有海，
湖北有江，江海相通，人心相连。”
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
急诊科重症监护室护师邓湘柳支
援的湖北荆州市监利县中医院，
一名老年患者说。

海南高度重视援鄂医疗队工
作，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
省长沈晓明等分别专门到机场为
海南援鄂医疗队壮行。 琼芬

【欧洲时报讯】中国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 2 月 14 日介绍，
全国首单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创新业务已落地海南，此举简化
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有
助于为外商来琼直接投资营造良
好金融环境，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

该项业务是在 2 月 13 日在中
国建行海南省分行海口龙珠支行
完成，为海南海联行投资有限公
司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业务。
从业务受理、材料审核和外汇登
记全流程仅用时三个小时。

该项政策进一步简化外商直
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审核材料，
企业无需提交商务报告信息，可
依据工商注册信息，直接在银行
办理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新
政将大幅缩短企业业务办理时间，

节省“脚底成本”。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

14 日介绍，其在前期实行资本项
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等 11 项新
政的基础上，再推出 6 项外汇管
理新举措。其中在全国率先实施
简化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取
消非金融企业外债逐笔外债登记、
境内信贷资产对外转让试点等支
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外汇创新业务
已于 2 月 10 日正式实施。

对于另外三项新政，即实施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
利化试点、进一步便利合格境外
有限合伙人（QFLP）资金汇出入
管理、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南省分局正与地方金融管理局
共同抓紧制定相关细则，争取早
日对外发布。 许钰川  谢声时

【欧洲时报讯】2 月 20 日，
海南广受欢迎的购物场所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三亚国际免税城宣
布恢复营业。在紧抓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同时，海南近期密集出台政
策措施，推动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海南要求各企业复工复产须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以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复工为例，企业将全
面推行和实施“海南省健康一码通
系统”，每个出入口都安排专人扫
描进店人员的个人健康码、测量、
登记进店人员的体温和检查口罩
佩戴情况，符合疫情防控要求方可
进店。全店销售人员佩戴口罩手
套，保洁人员定时对整个公共区域
进行全面消毒。此外，店内将严格
把控进店人流。

因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面
临不少困难。海南省政府及部分市
县政府近段时间密集出台政策，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并想方设法解决
重点项目施工难题，最大限度降低
疫情对项目投资建设的不利影响。

旅游业是海南传统优势产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海南省日前出
台支持海南旅游企业共渡难关的
六条措施。除中央支持政策外，海
南省在 6 月 30 日前对在当地注册
的旅行社、景点景区、宾馆酒店、
旅游演艺、高尔夫旅游 5 类企业实
施援企稳岗、延长社保业务期限、
减免房屋租金、降低运营成本、减
缓缴纳税费、财政金融支持共 6 项
措施。 三亚市发布“旅游十条”，
包括安排 1 亿元人民币扶持旅游
业，实施减免企业税负等措施。2

月 20 日，三亚旅游景区（不含景
区室内部分）、户外运动场所全面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企业可自
主决定复工营业。

海南是中国冬季“菜篮子”，
热带高效农业是海南重要的特色
产业。受疫情影响，海南优质热带
果蔬面临销售难题。进入 2 月份，
海南继出台政策以最高 50 万元的
奖励鼓励收购商 2 月份收购冬季瓜
果菜后，又出台“三农”领域“一
抗三保”（抗疫情、保畅销、保生
产、保增收）十条措施，其中包括
拓宽农产品线上线下营销渠道、保
障农产品运输通畅、加大农产品收
储加工力度等。 目前，尽管芒果、
菠萝等仍面临滞销风险，但冬季瓜
菜出岛量已基本追平去年同期。

受疫情影响，海南省会海口
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
经营遭遇诸多困境。海口市政府 2
月初从强化金融支持、减轻企业负
担、推进援企稳岗等三个方面出台
15 项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应
对疫情促发展。

受疫情影响，海南众多企业复
工复产面临用工难题。海南 19 日
出台农民工到省重点项目、重点工
程务工的十条措施，帮助企业解
决用工荒难题，增加农民工资性收
入。海南多部门及时发布重点项目
用工缺口信息和农民工短期培训
计划，保障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和投
资加快增长。海南省人社厅近日也
在稳定就业岗位、减轻企业负担方
面出台一系列惠企惠民政策。

海南银保监局 16 日宣布“海

南省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
保险”落地，支持海南重点企业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复工
复产，首批预计涵盖 100 家重点企
业。该项保险重点保障企业因政府
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封闭或隔离所
导致的在产品损失、员工工资及隔
离费用的支出。

重点园区、重点项目是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
抓手。据海南省发展改革委统计，
目前海南全省在建重点项目包括
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二期扩建项目等，且越来越
多重点项目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前
提下陆续复工，海口国家高新区、
洋浦开发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
重点园区建设也正有序推进中。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被海南
省定位为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先行区，目前开发区的企业
逐步恢复正常生产、施工的场景。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 2 月 20 日表
示， 园区千方百计推动复工复产。 
采取支持企业包车接回外省低风
险区工人、挖掘本地劳动力和向五
指山、白沙等“无疫区”定向招工
等方式，解决用工荒，推动企业复
工复产。目前区内规模以上企业
51 家、复产 47 家，小微企业 169
家、复产 167 家；续建及新开工项
目 45 个、复工 5 个。下一步将用
足用好海南省复工复产的有关政
策，结合洋浦实际出台扶持企业的
措施，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荒和供应
链、资金链等方面的问题，恢复满
负荷建设生产及扩产扩能。 琼芬 

琼籍华侨华人支援海南抗击疫情：

涓涓细流 寸寸丹心 

图①为 2 月 20 日，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恢复营业，游客戴口罩进店消费。� 王子谦 摄
图②为海口美兰机场二期工程。� 美兰机场供图

 

2 月 14 日，海南省第四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奔赴湖北荆州抗疫
一线。图为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为医疗队送行。 骆云飞 摄

1 月 30 日，
多批口罩、防护
服、护目镜分别
由泰国、日本运
抵海南海口。� 
 骆云飞 摄

一个目标，尽快把医疗物资运往
国内，帮助国内人民早日战胜疫
情！” 

5000 只 N95 口 罩、1 万 只 医
用外科口罩、60 万只一次性医用
乳胶手套等，为了让这些物资能
最快抵达抗“疫”前线，马来西
亚海南乡亲进行了一场场与时间
的赛跑。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
会暨海南总商会总会长林秋雅表
示，当前，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是侨胞心里最牵挂的事，“有
爱不惧风来急，风雨过后是晴天。
在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国
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
利。” 文 / 张茜翼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