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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全面实施
海域资源配置市场化运作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陈雪怡 特约记者
邓韶勇）记者近日从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从2015
年起，我省在万宁、海口、文昌等市县开展海域使用
权招拍挂出让试点，逐步完善海域资源配置市场化
运作模式，深受投资者欢迎，取得明显成效。今年，
我省将全面实施海域资源配置市场化运作，重点支
持全省12大产业发展用海，优先配置助推海洋经济
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修订《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办法》和颁布《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
管理办法》，确立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海域使用权招
拍挂出让制度之后，去年，我省又颁布实施了《海南省
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出让规程》，全省海域资源市场化
出让制度进一步规范，全省批准用海41宗，面积约
800公顷。三亚临空旅游产业园一期工程、文昌妈祖
人工岛、文昌新埠海人工岛等一批重点建设填海项目
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交易。同时，省海洋
与渔业厅还指导市县海洋部门开展养殖、旅游项目海
域使用权的招拍挂出让。通过规划引导的市场化竞
争方式科学调控海域资源出让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据初步统计，自实施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制
度以来，每宗出让海域征收的海域使用金比按照海
域使用金标准征收都增加了2—4倍，全省海域使用
金的征收额比之前翻了两番以上，不仅有效增加财
政收入，也使有限的海域资源趋于对社会经济发展
更为有利的使用方向。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黎晨 王媛）记者今天从
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美国Tet-
ranov international 医 药 公 司
（高端新药研发公司）与高新区达
成合作意向，Tetranov interna-
tional医药公司至少将会有2个新
药项目的研发在高新区进行，并将
在高新区建设“国际欧亚科学院海
南院士服务中心”“旅美科学家工
作室”等一系列服务平台。

今天上午，海口国家高新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会见了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评委，美国 Tetranov
international医药公司（高端新药
研发公司）董事长、郑州泰基鸿诺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美中医
药开发协会中国分会董事会主席
吴豫生等人。在听取相关介绍后，
考察团对美安医药及保健品产业
的发展规划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并
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次双方的会见达成了一致
合作意向，具体敲定了投资金额、

投资主体、合作模式、签约时间等
合作细节，考察团一行表示将充分
利用海南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研
究生产具有应用前景的新药及保
健品产业，在开发高端保健品的同
时，对其有效药用成分进行进一步
研发，并商定了在高新区建设“国
际欧亚科学院海南院士服务中心”

“旅美科学家工作室”等一系列服
务平台。

据了解，美国Tetranov In-
ternational医药公司已有包括针

对乳腺癌、肺癌、肝癌等在内的9
个新药研发项目，其中至少将会有
2个新药项目的研发在海口高新区
进行。

为了提高国际化水平，高新区
前期已建立了“中国旅美科学家协
会海口工作站”，目前引入美国15
名科学家，并有3个项目落地。此
次合作是旅美科学家首次带知识
产权项目投资海口国家高新区的
典型代表，将有效推动美安新药研
发、保健品产业快速发展。

美国2个新药研发项目将落户海口
拟建旅美科学家工作室等服务平台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袁
宇 黄媛艳）机器轰鸣，挖掘机往来
穿梭，三亚南丁新能源汽车经营服
务基地项目工地上一派繁忙。项
目去年10月落户鹿城，今年年底一
期将建成，打造成独具特色的新能
源汽车风情小镇。该项目兼具新
能源汽车推广与生态旅游功能为
一体，将打通旅游和高新技术两大
产业，这是三亚产业格局不断创新
的一项探索。

城市发展靠产业。三亚决策层
为此提出“一支柱两支撑”的产业格
局，在做强“一支柱”——“大旅游”，
发展、提升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
务业的同时，积极做实“两支撑”，推

动新兴科技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等产业稳健发展，传统动能加快转
化，新兴动能加快培育。

近年来，中科院深海所、遥感所、
中兴通讯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接
连进驻三亚，围绕海洋、互联网等新兴
领域，海南小卫星、航天科技馆、深海
研究院、深海空间站等一批空间科技、
互联网信息等相关产业项目正在落
地，各方积极深挖鹿城“高新蓝海”大
市场。

根据发展实际，三亚以产业园区
为抓手，进一步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产业定位，有序退出停产低效企
业，依法回收闲置项目用地，精准定
向招商，形成集合6个产业园区、7个

产业组团、8个产业小镇的综合产业
发展平台。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透
露，三亚将以严实硬的作风紧抓产业
发展不放松，扛起“建设最好最美海
南”的三亚担当。

“三亚发展高新技术正逢其时，
城市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区位条
件、诸多的优惠政策都为产业发展奠
定基础，在汲取各方经验基础上，瞄
准高精尖特色，完全可以实现快速发
展。”三亚市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负
责人杨天梁透露，该产业园于去年7
月底引入近海雷达网项目，经历半年
建设，今年已有产值利税贡献。

效益高、前景好、回报快、无污染，
作为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在三亚正逐渐成为以政府为主
导，以企业为主体的项目建设共识。

今年三亚创意产业园将加快中
船重工、中船工业、航天科工等企业的
项目进度；邮轮母港产业园等园区落
实年度任务；三亚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以互联网和信息产业为主导，制定产
业准入目录，尽快引进清华启迪、微软
等众创孵化平台，争取腾讯、百度等龙
头企业入驻园区；新机场和临空产业
园今年要完成30亿元以上的投资；物
流产业园、半岭温泉健康产业组团等
抓紧做好规划，提前对外招商。

新动能有了新气象，传统动能也
有新变化。

作为一座专业化旅游城市，三亚

深知自身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节
点。从传统的旅游业到发展“大旅
游”，三亚突出抓好亚特兰蒂斯等一
批项目的建设和招商，“全域旅游”建
设一批特色产业小镇跨越一产和三
产，加快发展高端旅游度假产品，“大
旅游”的内核涉及医疗健康、互联网、
海洋、金融等诸多领域。

在热带高效农业领域，三亚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精细化生产、营销等为导向，加强
农业品牌建设与标准化生产，着力
打造“三亚芒果”等一批高效益、成
规模的农业品牌，抓好“南繁硅谷”
建设，着力改变农业“王牌不王”的
局面。

培育新兴科技产业，旅游、农业加快转型，扛起“建设最好最美海南”的三亚担当

三亚奋力打造产业发展高地

儋州拨近1494万元
补贴提前淘汰黄标车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易宗
平）节能减排，人人有责。儋州市政府
最近推出提前淘汰黄标车举措，预算
专项资金1493.67万元，今年对注册
登记地在儋州市且提前淘汰的黄标车
车主予以补贴，鼓励购用新能源汽车。

儋州对提前淘汰黄标车的补贴，
包括补贴单价和奖励单价，具体车型
和标准为：1.35升及以上排量轿车，
2017年补贴单价、奖励单价两项，每
辆合计补贴2.3万元；1升-1.35升排
量轿车，每辆合计补贴1.3万元；1升
及以下排量轿车、专业作业车，每辆合
计补贴 7500 元；微型载客（不含轿
车），每辆合计补贴6000元；小型载客
（不含轿车），每辆合计补贴9000元；
中型载客每辆合计补贴1.45万元；大
型载客每辆合计补贴2.3万元；微型
载货每辆合计补贴7500元；轻型载货
每辆合计补贴1.15万元；中型载货每
辆合计补贴1.75万元；重型载货每辆
合计补贴2.3万元。

黄标车指低于国家第一阶段机动
车排放标准（一般指2000年7月1日
前生产）的汽油车，以及低于国家第三
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一般指2008年
7月1日前生产）的柴油车。

新华社海口3月18日电（记者
涂超华）记者18日从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处获悉，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将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
的1727名代表参加，其中企业界代
表有1266人，占到与会人数的七成
以上。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将

于23日至26日在海南博鳌召开，
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
的未来”。面对近年来“逆全球
化”思潮上升，本届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将为全球化明是非、正视
听，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鼓与
呼，本届年会也因此吸引了全球
企业的高度关注。据介绍，2017
年年会 1727 位参会代表中，政府
代表 299 人，学者共 162 人，企业
界代表为 1266 人，成为参会主
体。这些企业界代表中有 32 家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的 董 事 长 、
CEO。此外，将有 31个国家或地
区 195 家媒体的 1000 多位记者
或媒体人士出席年会。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以
全球化、增长、改革、新经济等方向
设置了42场分论坛、12场闭门对
话，涉及宏观经济、区域合作、产业
转型、技术创新、政治安全、社会民
生等领域。年会还将涵盖“一带一
路”建设、分享经济、工匠精神等时
下热点话题。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企业代表超七成

海口湿地保护与修复
工作办法获全国推广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计思
佳）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3月14日，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将《海
口市人民政府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工作
实施方案》等三个文件向全国林业系
统印发，为各地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
度方案提供学习借鉴，海口湿地保护
与修复工作办法获全国推广。

此次向全国林业系统印发的3个
文件分别为《海口市人民政府湿地保
护修复制度工作实施方案》《海口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海口市湿地保
护修复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海口市
湿地保护修复三年行动计划（2017-
2019年）》。

据了解，今年3月1日，海口市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海口市湿地
保护与修复工作实施方案》。根据方
案，海口将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健
全湿地用途监管机制、建立退化湿地修
复制度、完善湿地保护修复保障机制。
同时，将开展湿地保护修复三年行动计
划（2017-2019年），建设一批国家、省
级湿地公园和湿地自然保护区，实现
2019年全市湿地面积不低于43万亩的
目标，并积极申报世界湿地城市。

金鸡报春·加油干

市县

■ 本报记者 贾磊

春日的七仙岭婀娜多姿，缤纷
色彩铺向山野。新的一年里，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正谋划着砥砺前
行，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保亭针对2017年扶贫工作积

极部署，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表示，
保亭县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一城、一园、两基地”发展
目标，举全县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

为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017年，保亭县将因户、因人、因地
施策，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
确保1438户5728名贫困人口摘掉
贫困帽子、12个贫困村顺利出列。
王昱正表示，借助本地优势旅游资

源与相对成熟的特色产业，通过发
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实现脱贫增
收，今年保亭将继续实行旅游扶贫
工作特色，从贫困人口就近务工就
业脱贫，到第三产业带动脱贫，多举
措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

此外，在2017年，保亭将发展
电子商务脱贫，招商引进“农村淘
宝”等品牌电商进驻保亭，培育发展
农村电商服务平台。为了解决因病
致贫的问题，该县将贫困户全部纳

入重特大疾病保险范围，加大医疗
救助力度。

今年全国两会，“全域旅游”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刚刚结束的省
两会也提出全力发展全域旅游。王
昱正表示，保亭继续在推进全域旅游
示范县建设方面稳扎稳打，以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县为契机，打造旅游发展
走廊和“东南西北”四大旅游度假区，
促进“大三亚一体化旅游经济圈”等
不断深入推进。 下转A02版▶

保亭出实招助脱贫、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旅游业品质与效益

打赢脱贫攻坚战役 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环球航行邮轮
“水晶交响乐”号抵三亚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林诗婷）今天上午，
执行环球航线的“水晶交响乐”号邮轮抵达三亚凤凰
岛邮轮港码头，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共计
878名入境旅客前往三亚南山等景区，开启短暂的
琼岛之旅，畅享鹿城旖旎风光和魅力文化。

据悉，“水晶交响乐”号邮轮隶属美国水晶邮轮
公司，为5万吨级豪华邮轮，是最大的海上邮轮之
一。邮轮设施包括休息室、酒吧、图书馆、互联网中
心等公共区域，并提供全面服务的健身休闲设备，包
括温泉、全景柚木散步甲板、游泳池、水力按摩池、高
尔夫练习场等设施，连续十二年被国际旅游杂志选
为全球最佳邮轮。

我省拟建
“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
省红十字会公开征集碑文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丁平）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为颂扬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崇高精神，我省
决定建立“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为遗体器官捐
献者刻碑留念，一方面为广大群众和捐献者家属提
供悼念和缅怀的场所，表达对捐献者的敬仰；另一方
面，把纪念碑作为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红十字
精神的基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纪念碑建设地点定在海口市金牛岭公园东
侧，由省红十字会负责修建。即日起到2017年4
月31日，省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征集遗体器官捐
献纪念碑碑文，要求碑文体现海南地域文化及对
捐献者的敬仰和追思，文字精炼、生动而富感染
力，200字左右。

稿件可通过电子邮箱、邮递或直接报送的方式
投递到海南省红十字会。5月上旬，省红十字会将
组织专家对碑文进行评选，评选结果向社会公示，并
对优秀作品进行表彰奖励。

日前,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东部城市供水线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各工程项目快速推进。据了解，该工
程以城镇生活工业供水和农业灌溉为主，管线总长12公里，建成后将改善五源河及连通工程区域的防洪排
涝，解决海口市东部城市“水荒”。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程想军 摄

海口东部城市
供水线路全面开工

中职女生
海口街头救人获点赞
为濒死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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