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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岛讲坛
第293场讲座预告

时 间：6月3日（周六）上午9：15-12：00
主讲人：李仁君（海南产业经济研究院院

长，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讲座主题：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解读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65319677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华强方特集
团，与腾讯公司仅一路之隔。家喻户
晓的动画片《熊出没》，就出自这里。

走进华强集团，公司楼下的一块
大屏幕上，“用科技为文化腾飞插上
翅膀”的口号十分醒目，可以看出，这
是一家实施“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
战略的公司。

据了解，华强集团在1998年成立
时，团队规模只有50多人。正是由于
采取了“文化+科技”的发展模式，公
司在此后10年快速崛起，成为影视文
化领域的龙头。如今，华强方特已经
研发了十余种以VR为表现形式的特
种电影技术，是国内唯一拥有环幕4D
电影、环境4D影片、球幕电影、天幕、

巨幕等多类型、全系列的特种电影开
发商，并在全国推出了“方特欢乐世
界”等文化科技主题公园。

在产业融合日益加剧的今天，越
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科技+”的重要
性，并采取这种发展模式。

在深圳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
到“科技+”的产业融合魅力。大疆的

产品展厅里，一台可以高效喷洒农药
的无人机，就是“科技+农业”的体现；
在东部华侨城大剧院里，一部《天禅》
演艺作品，完美展现了“科技+文化+
旅游”的独特魅力……根植于高新科
技的深厚土壤，深圳以科技为核，正
逐步释放出“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
强大效应。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释放“科技+”的产业效应融

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特区自主创新采访团考察深圳科技创新企业

深圳创新发展四大启示

我省开展世界无烟日
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记者
符王润）今年5月31日是世界卫生
组织发起的第30个世界无烟日，当
天上午，海南省卫计委、海口市卫生
局、海口市美兰区政府在海口联合
举办了以“无烟·健康·发展”为主题
的无烟日宣传活动，通过开展戒烟
咨询、义诊活动、知识问答及发放宣
传资料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对吸
烟及二手烟危害的认识。

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历来重视控烟工作，通过广泛开
展控烟宣传教育，强化公共场所控
烟监督执法，建设无烟党政机关，创
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戒烟门
诊等工作，控烟工作在一定范围内
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整体形势仍很
严峻。全省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下降不够
明显，二手烟暴露情况也比较严重；
《“健康海南”2030规划纲要》要求
在2030年前，我省15岁以上人群
吸烟率降低到15%以下，控烟仍是
一项重要的艰巨任务。

保障防汛安全

三亚今年
投入3245万元修水利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天
从三亚市三防办获悉，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季
和汛季，该市加紧自查三防设施，储备防汛物资，
加速水利工程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确保安全度
汛。三亚今年投入资金3245万元，建设11个水
利工程除险加固项目，大部分将于6月底前完工。

据悉，三亚2017年防洪应急及水毁修复项目
共6个，总投资604万元。其中，布恶石坝水毁修
复工程、汤他水库抱孟渠道水毁修复工程、大隆西
干渠水毁修复工程已完工，三浓水库放水涵修复
工程正在实施，预计6月份完工。岭落水库维修
工程已进场施工，龙空水库应急防渗工程已完成
设计工作，将于近期进场施工。

三亚今年还将投入2641万元，完成5个水库
除险加固项目。目前除半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
在招标设计外，水源池水库弧形闸门启闭机及启
闭机室更新改造工程，汤他水库放水涵及溢洪道
应急加固工程、区间水库溢洪道改造及防洪公路
工程、茅彭水库应急除险加固工程均已进场施工，
预计于6月30日前完工。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截至今天，三亚
全市水库蓄水量为2.6874亿立方米，占总正常库
容的45.3%，三亚正加紧自查三防设施，储备防
汛物资。目前三亚已全面启用各区三防视频会
商系统，实现水雨情信息资源共享。普通市民亦
可添加“三亚防汛”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掌握风
情、雨情。

海口设立
流动检察官工作站
每周二周四到居民家门口开展业务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近日，海口首个流动检
察官工作站在美兰区白沙街道锦山里居委会揭牌
成立。今后，每周二、周四都有流动检察官到工作
站开展检察业务工作。海口流动检察官工作站力
争年底实现全市覆盖。

据了解，设立流动检察官工作站是海口检察
机关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服务海口“双创”工作的
具体措施，是进一步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
下沉的体现。

流动检察官工作站的职责主要包括：接受群
众举报、控告、申诉，接待群众来访；发现、受理职
务犯罪线索；受理、发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
对诉讼中的违法问题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开展法
治宣传，矛盾纠纷化解，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
服务“双创”工作；监督并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参与并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检察长交办的其他工
作事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十八届五中
全会确定的“五大发展理
念”中，“创新”被排在首
位。

在5月 12日召开的
全省科技创新科技奖励
大会上，省委书记刘赐贵
强调，牢固树立创新发展
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为加快建设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
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
海南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深圳，这座地处南海
之滨的改革开放名城，近
年来率先实现动力转换，
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
路。地域相近，且同为经
济特区，深圳的创新发
展、成功转型，能给海南
怎样的启示？深圳经验
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日前，本报记者跟随
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特
区自主创新采访团一行，
前往腾讯、大疆、华强等
多家深圳知名科技创新
企业参观考察，通过记录
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以期为海南探索创新
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改革开放30多年，保持年均20%
以上的增速；GDP从1979年的1.79亿
元，增长到2016年的19492.60亿元；

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
49.9%是生态保护用地，深圳能用的
土地少之又少。

在“深圳速度”基础之上，寻求
“深圳质量”的突破，是进入新常态后

深圳的必然选择。
观看手机播放的 MV，不用带

3D眼镜，也能够体验到3D效果。在
深圳超多维公司展厅，采访团成员被
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裸眼3D技术所吸
引。成立于2004年的超多维公司，
凭借着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如今已
是深圳的明星企业。

“近年来，深圳坚持质量引领、创
新驱动，实现了新常态下有质量、有
效益、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深圳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张虎告诉记者。

从2009年起，深圳开始布局战
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立以工程
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的创
新载体，至2016年底已累计达1493

家。仅2016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新增2513家，是上年增量的3倍以
上，累计达8037家。

从 2010 年提出“深圳质量”开
始，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深圳逐
步形成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
一体”的推进路线，并已有显著成
效。

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转

一款小巧的无人机，停在指令员
的手掌上，检测到人脸后即从掌上起
飞，升空悬停。随着指令员发出的不
同手势，飞机前后左右上下飞行，并
能自动完成空中拍摄。

这是深圳大疆公司新发布的第
一款掌上无人机产品，一问世便吸引
了全球业界关注。“大疆完全是依靠其
产品本身的创新，赢得了国内外用户

的认可。”大疆公司副总裁邵建伙说。
深圳的创新，核心在于科技创

新，而创新的主体，则是全市大大小
小的企业。

超多维公司专注于3D显示、VR
（虚拟现实）等原创技术研发，在“头
部跟踪”“逐点显示技术”“视差调整”

“运动视差”等一系列难点技术上取
得突破；大疆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创造

消费级无人机新市场，占据全球约
80%市场份额，2016年产值突破100
亿元，8年增长1万倍。

同时，深圳在4G技术、超材料、基
因测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创新能
力也已跻身世界前沿。一批拥有核心
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引领
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目前，深圳市科技型企业超过3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
8037家，5年增加近6000家，形成了
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

“90%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
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
研发投入出自企业、90%的发明专利
出 自 企 业 ”—— 这 著 名 的“4 个
90%”，正是深圳以企业为主体，推进
创新发展的生动写照。

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

人才是创新的根本，也是深圳多
年来保持高速健康发展的源头之水。

深圳重视人才，也善于招揽人才。
从2010年起，深圳实施“孔雀计划”，通
过资金支持等方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团队）来深创业创新；自2012年以
来，先后制定出台高层次专业人才“1+
6”文件等政策，着力解决人才引进、培
养、入户等问题。截至目前，累计引进广

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团队24个、
“孔雀计划”创新团队59个、“千人计划”
人才115名、“海归”人才5.5万人。

虽然深圳创新创业政策环境一流，
但房价居高不下、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
因素，直接制约了对人才的吸引力。记
者采访腾讯、大疆多家企业的年轻员工
了解到，虽然月薪不菲，但大部分刚入
职几年的员工都买不起房。租房价格

逐年上涨，也让很多人压力倍增。
如何不让人才被高房价“挤

走”？早在2010年，深圳便开始推出
“人才安居”工程，通过租、售、补相结
合，全面推进各类人才群体的住房保
障。截至目前，共惠及30多万人。

“2015 年本科生住房补贴是
6000元，去年就猛涨到1.5万元！硕
士2.5万元，博士3万元。”大疆公司公

关经理张梵晞告诉记者，公司大部分
员工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虽然不
少人还买不起房，但对于这些有梦想
的年轻人来说，选择来深圳并留下，正
是看中这里的创业氛围，大家相信只
要努力，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6年，深圳又出台25条人才
住房制度措施，“十三五”将筹集建设
30万套人才安居房，可覆盖约90万人。

政策筑巢留住“金孔雀”引

■ 本报记者 陈彬

4月海南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65起

本报海口5月31日电 （记者刘操 通讯员
黄彬 关秀梅）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根
据海南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
对19个市县、94个省直单位、14家省属国有企
业和 9所高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反对“四风”和整治庸懒散奢贪等情况的月
报统计，2017年4月份，全省共查处相关违纪违
规问题65起，处理80人，给予纪律处分37人，
组织处理5人，诫勉谈话38人。

5月30日，海口长滨路中央绿化带海绵化改造工程初见成效。据了解，这是海口首条建有地下管廊的海绵化道路。
借助路边蓄水沟的巧妙设计和绿化带中耐旱耐涝的植物，道路能在降雨时最大限度实现对雨水的就地消纳和循环利用。
预计长滨路将于9月底前完成全线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建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长滨路
海绵化改造初见成效

海南电网
宣传保护电力设施
举报违法行为最高奖5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王妍馨 明孝
霞）日前，海南电网公司联合省“三
电”（电力、电信、广播电视）共同开
展一年一度的电力设施保护宣传
月活动。各地供电局利用电视、广
播、报纸、微博、微信等媒体渠道，
发布电力设施保护公益宣传片和
相关法规，营造全社会爱电护电的
良好氛围。

去年海南电网公司加强电力设
施保护的巡查力度，组建警企联防
巡护队伍配合公安机关共破获案
件21起，涉案金额208.78万元，打
掉犯罪团伙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5人，刑拘 20人，挽回经济损失
53.6万元。

据悉，针对破坏供电设施的违
法行为，市民可以通过110报警中
心、当地派出所、海南电网法律热
线 65208888、供 电 服 务 热 线
95598举报，一经核实，最高可奖
励5万元。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符
王润 通讯员冯琼）“孩子手术后恢
复得都很好，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两
样！”今天上午，在海南省人民医院一
楼的放射科，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来
体检的符仁旁夫妇脸上写满喜悦。
去年的6月1日，这对双胞胎姐妹在
省人民医院实施了连体婴儿分离手
术，这也是我省成功自主实施的首例
连体婴儿分离手术。在手术成功一
周年之际，医院再次为她们提供了免
费的全面体检。

肝胆外科副主任张震生介绍，这
对小姐妹出生时主要是胸腹相连，手
术难度非常大，也是一个需要包括小
儿外科、肝胆外科、整形美容外科、麻
醉科、新生儿科、儿科、手术室、输血
科、超声科、放射科等各科室密切配合
的系统工程。

张震生表示，由于婴儿对麻醉、失
血等的耐受性较成人要差很多，因此在

术前，医院进行了4次大型多学科院内
会诊，专家团队制定了缜密的手术方
案。同时医疗团队在术前进行全方位
的演练，并开通患儿治疗绿色通道。

去年6月1日上午8时30分，由
省人民医院院长李灼日主刀，在多科
室专家两个多小时的共同协作下，这
对双胞胎小姐妹成功实现了分离。

“在术后的几次随诊中，从孩子的肝
功能、肝脏形状和体积、伤口愈合情
况看，她们恢复和成长的状况都很
好。”张震生介绍，由于这对双胞胎姐
妹各自拥有独立的肝脏，因此实施分
离手术后，她们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
健康成长。“医生经常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也定时到医院来做体检。现在
孩子都很健康了！”双胞胎姐妹的爷
爷高兴地说。

“我们将每年为这对孩子提供免
费的全面体检，直到她们18岁为止。”
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陈涛说。

回访接受海南首例自主实施分离手术的双胞胎

“分开”一年了，她们健康成长

符仁旁夫妇带着双胞胎女儿来到省人民医院接受术后一周年的体检。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摄

万宁集中整治
伏季休渔定置网

本报讯 （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卓琳植 程明
明）为贯彻落实新伏季休渔制度，有效遏制违法
捕捞行为，近日，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万宁
边防支队在乌场海域开展伏季休渔打击定置网
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规作业行为，重
点对休渔期渔民未自行拆除的定置网进行集中
整治。

据悉，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44人，执法
艇3艘，在巡航至甘蔗岛附近海域发现有定置网
作业及设施，执法人员立即告知违规作业渔民
并对网框进行切除，共清除定置网作业用具12
张。

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定置
网又名“绝户网”，鱼儿进去后就很难出来，而且是
大小通捕，对渔业资源破坏较大，是国家明令禁止
的一种非法捕捞方式。万宁下一步将加强巡航，
对发现的违规作业渔船和违规作业行为将进行严
厉打击，同时呼吁广大渔民遵守伏季休渔制度，自
觉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