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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何劝）“在学校里创业压力小
多了，不仅有同学抱团取暖，还能得到
专业老师的指导，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将
口腔门诊做大！”1月19日上午，迎着暖
阳，海南医学院口腔专业2014年应届毕
业生梁金玉来到海南师范大学附近的
一间口腔病房，她是这家门诊的工作人
员，同时也是老板之一。

2011年前后，我省高校开始设立孵
化基地。近年来，我省已支持建设11个

院校孵化基地，每个孵化基地都能获得政
府50万元创业资金扶持。同时，越来越
多的院校孵化基地正“孵”出学生老板。

去年毕业后，梁金玉参加过多场招
聘会，但没能找到合适的岗位。听说学
校有孵化基地可帮助大学生创业，于是
她入股20万元加盟海口光华海医口腔
门诊部，开启了创业之路。

走上创业路的大学生不仅梁金玉
一个。在海口经济学院孵化基地里，已
有4家企业入驻。去年9月，学院大四

学生毕羽佳和何世苗、齐浩等人注册成
立了海口誉格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是专
门为小微企业培训人力资源的公司。

毕羽佳告诉记者，公司成立至今业
务还不错，已经和3家小微企业对接洽
谈业务。

院校孵化基地里的“小老板”们的
业绩起色离不开创业模式的助力。

近年来，海南医学院采取“1+1+1”
创业模式助力学生创业，即引进一批专
家，一批取得执业医师证的老师，以及

一批有数年临床经验的校友加盟。
海南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林典岳

说，原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口腔科主
任、副教授范高雄等一批专家加入并现
场指导学生，无疑提升了门诊的实力。

“只要项目可行，就可以申请注册
企业。学校可以提供办公场地，遇到
困难会有具有实战经验的老师手把手
教。”对此，海口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
院人力资源研究生所长宋军副教授表
示，在高校里开办公司，一旦有问题，

老师可以及时帮助解决，让企业步入
正轨。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办相
关负责人说，该校孵化基地成立以来，
先后扶持了7个学生创业团队成功创
业，每年吸收并指导该校毕业生40余人
实习，吸纳近30名毕业生就业。

据了解，4年来，海南医学院、海口
经济学院等11所大中专院校纷纷挂牌
成立“孵化基地”，接纳这些学生企业免
费入驻，至少孵化出10多家企业。

我省支持大中专学生创业，学校提供创业场所，有专业老师指导——

11个孵化基地专“孵”学生老板

20日上午，海南省油画院和海南省重大历史题材油画创作委员会成立曁海南省油画名家
邀请展在海口开幕，38幅由海南油画名家创作的油画作品为冬日的椰城增添一抹亮色。

该展览于1月20日至31日在徽宝轩艺术馆向公众免费开放。
文/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小婷 图/本报记者 张茂

海南名家油画展
椰城开幕

新知·探索
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据外媒报道，一种会发光的纸最
近被研发出来，这可能意味着电灯泡
时代的结束。它可将家中任何物体变
成灯。研究人员揭示了和纸张一样既
轻又薄的“光纸”，这是一种打印纸，里
面布满微型LED。

科学家说，光纸可用于墙壁，甚至
打印到其他物体上，有可能将任何东
西变成灯。这一重大突破已被比作3D
印刷技术的出现。

研发光纸的罗希尼（Rohini）公司
说：“我们目前还不确定光纸将来的
用途。它是世界上最薄的灯。今天
的照明方法需要将 LED 焊接到电路
板上。但现在，你只需将灯打印到你
想用的任何物体上。”这家公司已对
外公布了内置光纸的壁纸、汽车标志
和滑雪板。

光纸通过混合墨汁和微型LED制
作而成。研究人员先给它们覆盖上一
层导电材料，然后将其打印出来。光
纸甚至可用作壁纸，甚至打印到其他
物体上，将任何东西变成灯。

（来源：科普中国）

未来，智能厨房系统将成为我们的健康顾问，家庭机器人将帮我们做家务——

科技当向导 家居变“聪明”
光纸：有可能让一切变成灯

科技前沿

■ 本报记者 范南虹

还没打开办公室的门，周铀就先拿
出手机，打开手机里的灯光控制，灯亮
了。他不用进门摸黑寻找电灯开关了，
空调也提前打开了，进门后房间里的温
度正适宜。

周铀是我省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
人、工程师，他痴迷于半导体技术和智
能家居科技，坚定地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人类生活会因智能家居变得更加便
捷、舒适和美好。

那么，什么是智能家居？周铀解
释，就是以住宅为平台，通过集中控制、
远程控制、个性化控制和智能自动控制
等现代科技，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
成，使原本普通的家电设备变得聪明起
来，构建起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常
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
利性、舒适性、艺术性，使人们的居住生
活环境从过去单调的物质享受，上升到
愉悦而富于变化的精神层面。

“我们通过一个短信，一个手势，一个
按键等，不论是在家中或者出差在外，都
可以方便地控制家中的所有设备。”周铀
自己动手，把家里的一些家电，比如电灯、
空调、电视等，和电脑的中央控制器连接
起来，在电脑和手机里分别安装了控制程
序，因此，他可以随时操控这些家电。

“我的尝试只是智能家居最初级的
阶段。”周铀笑着说，可能在未来的5-10
年，智能家居的生活方式会越来越普
遍，甚至更多的智能家电在为人类生活
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与人类互动交流。

缘起
现代科技下的人文关怀

当人们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
存需求后，对生活的品质和舒适美好度
就有了更多的关注和要求。因而，现代
科技在解决人类这些高品质生活需求
时，更具人文关怀的情结。

智能家居便是人类高度发展到一
定阶段，且在互联网影响下的物联化体
现。有了互联网技术，才使远程遥控得
以实现，也使家居具备了信息功能。

“智能家居是家庭自动化、家庭网络、
信息家电高度发展之后的产物。”周铀介
绍，人类早就研究智能家居，进入2011年
以来，智能家居市场增长明显，一些家电
大企业都表示正在打造智能空调、智能家
电等。接下来的3-5年，智能家居将会进
入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

“我们也会很快地享受到这一科技
发展带来的美好成果。”作为智能家居
的痴迷者，周铀盼望着智能家居能迅速
普及。

运行
为房屋设计一个“大脑”

“智能家居虽然操作起来简单便
捷，但它的系统却不简单。”信息产业部
高级工程师付元辉介绍，智能家居系
统包含的主要子系统有：家居布线系
统、家庭网络系统、智能家居（中央）控
制管理系统、家居照明控制系统、家庭
安防系统、背景音乐系统（如TVC平板
音响）、家庭影院与多媒体系统、家庭环
境控制系统等八大系统。

智能家居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
科学家们又是如何让它们工作运行的
呢？付元辉说，智能家居的各个系统既
是脱离的，又是交互的，各个子系统在
交互平台管理下运行，平台能采集各子
系统的运行数据，通过平台开展系统联
动。而智能终端（触摸屏）仅做为各子
系统的显示、操作界面，它的运用，会让
智能家居的操控变得更加简便易行。

“这好比在未来的家庭里，科学家
给我们的房屋制造了一个大脑，使我们
的家居具备了自动思考和行动的能
力。”比如说，像电脑的操作系统那样，
设计一个家庭自动化系统，通过家用电
路在不同的家电之间传递数据，再用遥
控器发送无线电信号给收发器，这些信

息将会被电器里的接收器接收到。这
样，我们就随时随地都能控制家里的家
电设备了。

未来
智能家居生活让生活更美好

那么，未来的智能家居生活到底是
怎么样的呢？

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制作的《创新
发展 全民行动》大型科普图展，就向我
们展示不久的将来美好的生活场景：清
晨，伴随着悠扬的背景音乐起床，窗帘
已经静悄悄地自动拉开，并向人们播报
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起床后，在忙着
洗漱的同时，智能厨房根据主人的健康
状况和个人口味喜好，已经在开始准备
营养合理的早餐，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你需要向遥远的父母亲友问好，
三维全息技术的显示屏，不仅可以收看
电视，还能把远方亲人的图像即时传输
到眼前，让你和亲友们面对面交谈；忙
完一天回到家里，家务机器人已经整理
收拾好房间，并为主人准备了可口的饭
菜。入睡了，智能卧室会提供一个最适
宜你入睡的氛围，播放柔缓的音乐陪伴
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并且跟踪记录
你的睡眠状况，给出健康提醒。

科普图展还向人们展示了未来智

能生活中必备的14大智能家居系统：智
能厨房系统，将是我们的健康顾问；智
能家庭娱乐系统，可以访问互动电视，
每个房间都有环绕式音箱；植物自动浇
水装置；智能浴室，带有可编程的省水
座便器；智能温度调节器，可控制整间
房屋的温度；家庭机器人队伍，高科技
家庭会有更多的家务机器人，它们清洁
地板、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

从科普图展，我们了解到，这些智
能家居设备已经有了产品，比如智能
冰箱，不再是简单的食物储备保鲜的
设备，冰箱上安装了显示屏，可以是电
脑和电视，这个智能冰箱还能为人们
提供健康指南、建议和科学合理的食
谱，当冰箱里的食物用完时，还可以连
接网络从网上采购食品。智能厨房更
是让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了更强
烈的憧憬：不仅节能减排，便于清洁，
它还将厨房的用具，比如电饭煲、烤
箱、微波炉、燃气灶等等实现一体化，
高科技的太空材料会用于打造出一个
有着圆滑边缘的可折叠的整体厨房，
不仅能安装在家里使用，还能随时拆
卸搬到户外使用。

智能家居，将我们身体的功能无限
延伸，生活的空间障碍将会越来越少，
这样美好的生活，令人心神往之。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本报海口1月 20日讯 （记者罗
霞 特约记者邓韶勇 通讯员陈耀华）
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因
生产经营管理已不符合省级水产良种
场资格要求等，近日我省4家单位被撤

销省级水产原、良种场资格。至此，我
省省级水产良种场共13家。

在这4家单位中，东方斑节对虾
原种场、海南定大养殖有限公司和
文昌市罗非鱼良种场未提交复查申

请材料，海南吉富水产品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管理已不符合省级水产良
种场资格要求。

据悉，目前全省共有400余家水
产苗种场。

因生产经营管理不符合要求等

4省级水产良种场被“摘星”
本报五指山1月20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

王国军）五指山市从今年1月下旬开始，在原有
18辆出租汽车的基础上再投放22辆全新海马出
租车进行营运。目前第一批已投放12辆，第二批
10辆在春节前投入运营。

据了解，五指山市出租车定价为起步价2公
里以内为5元，2公里外每公里加收1.2元，目前这
个价格在全省最低，并且每辆出租车均已经为乘
客购买了商业保险，出租车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
业，提供电召服务。

五指山投放一批出租车
提供电召服务，价格全省最低

本报石碌1月20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卢
玉春）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县检察院获悉，该检察
院近日对4名实名举报职务犯罪的有功群众予以
现金奖励，共发放奖励金1.9万元。

据介绍，昌江检察院将群众举报作为获取职
务犯罪线索的重要途径。2014年以来，群众实名
联名举报昌江海尾镇某村委会原主任李某在管理
棋子湾旅游公路建设征地补偿、退耕还林补助等
款项中开支不明。经检察机关查明，李某及该村
支部原书记王某、村委会原副主任符某涉嫌贪污
棋子湾通道征地补偿款，并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均
作有罪判决，共追缴赃款24万余元。

昌江奖励4名
举报职务犯罪群众
共发放1.9万元奖金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侯小
健）尾矿——选矿厂排出的固体废弃
物，通过资源化利用，它完全能变成
宝。我省正加快推进矿山废弃物资源
化综合利用，以废弃尾矿为原料，生产
建筑砌块、路面彩砖、路沿石、加气砖
等建筑材料，大大拉长循环经济产业
链，消除了尾矿库的安全隐患，实现了
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据初步统计，昌江石碌铁矿复矿
60多年来，开采生产排放废石总量已
超过3亿吨，近年每年排放尾矿约140

万吨。乐东抱伦金矿，近期年排放尾
矿达30万吨，东方、昌江等地其他金矿
均有尾矿排放。

据了解，目前我省昌江石碌铁矿、
土外山金矿、东方抱板金矿矿尾均已
被用于制砖。

瑞图明盛环保建材（昌江）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昌江环保建材项目，采
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利用铁矿尾矿
及废石等原材料和固体废弃物加工生
产建筑砌块、路面彩砖、路沿石等环保
建材。

我省推进矿山废弃物综合利用

“吃”掉尾矿“吐”出宝

本报椰林1月20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思国）“甜甜的圣女果熟
了！陵水黎族自治县邀您前来游乡
村、采摘圣女果，一起分享北纬18度
阳光的味道。”记者今天从陵水有关部
门获悉，为进一步打造特色品牌农业，
发展乡村民俗旅游，促进农民增收，该
县将于1月25日启动首届圣女果采摘
季暨乡村游活动，且一直持续到今年
4月份。

据了解，活动期间陵水将推出一
条万亩基地骑行绿道，让游客置身连
片圣女果基地，体验采摘乐趣，吃农家
乐、住农家驿站，真正地回归自然、享
受自然。

陵水黎族自治县副县长龙丁敏
说，此次活动旨在打造陵水圣女果特
色农业品牌的同时，推动陵水乡村旅
游的发展；同时，此次活动也是在
2012-2014陵水城市营销全国巡展活
动第一阶段“走出去”营销完美收官的
基础上，陵水城市营销第二阶段“请进
来”营销的首站。

据悉，持续近四个月的首届陵
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游活
动将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形象宣
传口号征集、品牌包装设计大赛、
万亩田洋骑行体验等活动全面展示
陵水圣女果品质，带动陵水乡村旅
游发展。

陵水启动首届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游活动

下周去陵水摘圣女果吧！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记者侯小健 通讯
员 周金丽）随着省内各大高校陆续放假，海口火
车站迎来了首轮学生返乡客流高峰。记者今天从
该站获悉，自1月 17日来，该站日均发送旅客
2700多人次。为方便旅客乘车返乡，该站共设了
10个服务窗口。

为确保售票及客流组织有序，海口火车站根
据旅客需求，共分设退票问询、动车票、取票、普通
票、学生票等10个窗口，并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
整售取票窗口数量，适当增设学生专窗，延长售票
时间，确保售取票、退改票工作平稳有序。

为确保售票及客流组织有序

海口火车站
设10个服务窗口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郭景水 实习生吴
坤梅 通讯员王波）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教
育厅决定在2015年开展“寻找最美教师”活动。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要求，启动阶段由各地各
校负责本地本校“寻找最美教师”人选的推荐工作，
推荐名额原则上各市县（单位）教育行政部门推荐
10名左右，各高校每校5名左右，省属中等职业学
校、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附属学校每
校3名左右。全面推开后，省教育厅将通过在门户
网站开专栏等方式，畅通“寻找最美教师”新闻线索
渠道。

据了解，推荐人选主要为工作在一线的教师，
事迹要有典型性、代表性，能够彰显教师献身教育、
甘为人梯的坚定信念，展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奋
发有为、业务精湛、深受学生喜爱的时代风采。

省教育厅启动
“寻找最美教师”
各高校每校评选5名左右

本报石碌 1月 20日电 （记者黄
能 通讯员陈岚娟）“抢在台风过后的
季节下种，辣椒收成更有保障。”近
日，山东籍客商赵会民从故乡带来的
薄皮泡椒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
光田村喜获丰收，这种泡椒在昌江种
植不仅质量好，产量也高，而且畅销

山东原产地。
据了解，2013年，赵会民和老乡们

开始大面积种植薄皮泡椒，这次采摘的
薄皮泡椒是他们去年10月底种植的，
现已采摘了7万多斤。目前，这种薄皮
泡椒批发价可达到每斤10元，销售情
况较为理想。

山东客商昌江种薄皮泡椒
返销山东价格俏

海洋渔业动向

本报海口1月 20日讯 （记者罗
霞 特约记者邓韶勇）以往主要依赖出
口市场的海南罗非鱼等水产品，正日益
受到国内市场的青睐。去年我省20余
家重点企业的水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
额达12.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这
是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的。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
的水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达1.8亿元，
同比增长近40%，主要销售产品为罗

非鱼片、金鲳鱼等。
海南蔚蓝海洋食品、勤富食品等

也纷纷发力国内市场，其中勤富食品
在上海、天津、深圳、武汉等地建立了
销售网点，去年该公司罗非鱼国内销
售额大幅增长。

据了解，为缓解国际市场压力，在
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去年我省相
关部门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展销会、举办
水产品推介会等，包括参加上海国际食

品展、广州食品食材展、中国国际渔业博
览会，在上海、海口和长春分别举行海南
省优质水产品品尝推介活动等。

在上海国际食品展上，我省水产企
业共签订订单1744吨，金额3600万元；
签订意向订单670吨，金额3357万元。

据悉，今年我省仍将积极开拓国内水
产品市场，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大型展览
会、交易会，举办大型水产品推介会等，注
重对海南水产品的品牌宣传与推广。

我省水产企业不当“姜太公”

海内外市场两条线“钓大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