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国家水稻公园科普基地。
黄一鸣 摄

三亚马脚常年蔬菜基地五彩水耕蔬菜大棚。大棚能实
现全年生产，为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创新成果。

游客在三亚市民游客中心通过座椅式虚拟
现实（VR）技术感受三亚科技魅力。

位于三亚湾畔的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
字地球研究所三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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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构建“一支柱两支撑”产业格局，加快“创新三亚”建设

三亚打造“海陆空”科技创新主战场

3月11日，位于三亚海棠湾与土福
湾交接的一片100亩工地上，一栋栋业
已建好的毛坯房，一片片花园式的绿地
设施，让这里透出喷薄待发的朝气。这
是正在建设中的海南信息安全基地一
期项目现场，预计年内建成后，将成为
中国第一个网络安全战略基地、中国最
南部的网络安全高端服务实训基地。

在三亚市政府围绕构建“一支柱
两支撑”产业格局调整、全力支持做大
做强高科技产业园建设工作、打造地
方千亿级信息化产业的经济发展方向
背景下，中国电子根据产业结构调整
需要，结合IT行业内高精尖技术人才
特殊办公环境的需求，在海棠湾打造
一个信息安全产业聚集区。

“项目整体规划1200亩，立足信
息安全、大健康、军民融合、金融服务
四大特色产业，目前正在开发的一期
项目占地100亩，建筑面积约13万平
方米，预计今年内建成运行。”项目负
责人、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
司总经理贺卫东介绍，海南信息安全
基地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在海棠湾主导开发，基地右侧是1栋
核心技术攻研中心和1栋孵化中心，中
间是一片封闭式研发基地，最后为4栋
人才公寓。

以信息安全产业为特色，一期项
目计划实现三个业务功能。一是应用
产业，主攻金融、交通、电力、能源、通
讯五大关键基础设施应用国产化替
代，从底层架构到行业应用，形成信息
系统的全套安全免疫体系；二是国际
化会展、展览业务，把国际上信息安全
领域的攻防赛事、论坛、峰会吸纳进
来，引进国外技术落户，同时向国际展
示我国优势技术创新成果，促进国内
外企业的交流；三是IT技术培训业务，
通过人才培育，为产业发展提供可持
续的智力储备。

“一个园区成不成功，不在有没有
房子、建设多少房子、招商引资企业多
少，关键在于提供贴心服务、培育多少
企业发展、带动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将
创新智力转变成创新财力。”贺卫东表
示，基地将扮演好“带头人”“全能管
家”和“经纪人”的角色，为企业提供技
术、融资、工商、税务、人才、市场等各
项服务工作，留住人才与激发活力。
与此同时，基地将助力企业将创意变
成果，并在数据库、操作系统、芯片等
信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最终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不断创新的体系，满足各方的信息
化需求。

贺卫东分析，通过高标准规划设
计、真心实意为入园企业服务等，园区
不仅将对国家信息安全起到重要的保
障作用，还将有效助推三亚经济高质
量发展。“我们将聚集国内一大批信息
安全类高科技企业，高精尖人才等，这
将有利于相关产业资源的集中和合理
配置，加快三亚城市信息化发展。园
区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催生三亚
乃至海南省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如IT
教育培训、信息安全、数据中心、配套
运维服务、智慧医疗等新型产业，对地
方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实现
当地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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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信息安全基地
一期年内将建成
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
“国产标兵”

在三亚，绝佳的地
理、气候和生态环境优
势吸引了国人乃至国际
游客来此度假休闲，同
样，在这里，也是开展科
技创新工作的热土。

过去五年，三亚通
过出台政策、增加投入、
建设高科技产业园、推
广科技扶贫、举办双创
大赛等多方面发力，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营造出有利于科技
创新工作发展的浓厚氛
围。2017 年，三亚市
委、市政府制定了“双十
行动”，将发展新兴科技
产业、打造千亿级产业
园区、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纳入重要建设内容。
未来，三亚将围绕构建
“一支柱两支撑”产业格
局，主攻互联网信息产
业和“海陆空”科技产
业，加快推动各园区的
建设、壮大和发展。

过去五年，三亚全方位发力，营
造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工作发展的浓
厚氛围。

一是出台系列优惠政策优化产
业现状。这包括《三亚市“十三五”
互联网产业发展规划》和《三亚市

“十三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高新技术产业的团队和技术引
进方向，提出了重点保障措施；作为

“双十行动”的阶段性具体安排，《三
亚市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意见
（2017-2020年）》明确了2020年末
的科技创新和新兴科技产业目标，
提出了“夯实一个顶层设计、打造五
个发展新高地、建设六个发展平台、
完善四大服务体系”重点工作任务；
2017年 7月出台的《三亚市扶持互
联网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提出每年
安排不低于1亿元的互联网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设立不少于1亿元的互
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并先期引
进了中国加速、启迪之星等孵化器，
各给予500万元扶持。

三亚市政府还出台了《三亚市
引进人才落户实施细则》《三亚市国
家级人才项目人选配套资助办法
（试行）》《三亚市人才“海绵城市”建
设行动实施方案（2017-2012年）》
《三亚市加强和改进“候鸟型”人才
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从医疗、教

育、住房等方面营造留住人才的利
好环境。

二是增加财政投入。通过院地
科技合作、医疗卫生创新、专项科研
试制、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创新
等5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96个科
研项目，三亚共计安排扶持资金766
万元；安排320万元用于配套支持
49个国家（省）重点科技项目，争取
国家、省重点科技计划项目资金
6936万元；安排46万元用于扶持三
亚百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13家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培育企
业；安排 49.7 万元配套奖励 2015
年、2016年获得国家、省（部）科技奖
励项目；组织科技行业相关单位，申
报人才专项资金项目10项共计188
万元扶持。

三是搭建科技产业平台，提升
产业承接能力。围绕构建“一支柱
两支撑”产业格局，三亚的科技产业
园主攻互联网信息产业和“海陆空”
科技产业，包括做大做强吉阳互联
网“双创”产业园和海棠湾信息产业
园，加快深海科技城、南繁科技城和
遥感信息产业园建设。依托产业平
台，支持中兴通讯、用友新道等高科
技企业发展壮大，推动启迪南方产
业基地、京东智谷、东华软件智慧三
亚等项目尽快落地，加快培育更多

具有创新活力的新兴科技企业。
财政投入和产业园服务初显成

效。2017年，三亚全市11家高新技
术企业，营业收入共计17.7亿元，增
长42.7%，总纳税1.38亿元。

四是通过工作站建设引进国家
级人才。三亚全市共有中国科学院
深海所、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等单
位的6个省级院士工作站，占全省
23.1%，还建有5家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1家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家省级众创空
间，设立三亚中科遥感所博士后流动
站。在遥感所、深海所、市科工业局
共建立了18家市级人才工作站。

五是建设科普基地，开展科技
扶贫，将科技发展福利向更多人倾
斜。目前三亚全市共挂牌成立6家
科技活动中心和青少年科技活动
站，包括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珊瑚馆、
三亚南繁科普教育基地、三亚航空
旅游职业学院航天科技馆、国家水
稻公园科普基地等，推出“科技体验
一日游”，举办科技嘉年华等青少年
科普活动，广受群众欢迎。2017年
4月，三亚获得国家旅游局、中国科
学院联合授予的“首批中国十大科
技旅游基地”称号。

光伏发电、电商支农成为科技
扶贫的主要抓手。2017年，三亚投

入86.5万元，率先为罗蓬村14户贫
困户安装总装机76.2千瓦太阳能光
发电项目，预计每户每月平均增加收
入700元。此外，三亚还建设农产品
产销服务中心解决扶贫农产品销售
困境，服务中心连接育才区电商服务
中心、罗蓬村等14家村电商服务站
和18个市内电商服务站提货点，搭
建起市区村三级联动电商服务体系，
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打通脱贫
之路的“最后一公里”，已累计销售扶
贫农产品超500万元。

六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宣传
和保护力度，为科技交流搭建平
台。通过举办科技活动月、知识产
权活动周、十一届中国专利周等活
动和开展专利质押融资、知识产权
维权等专题活动，为三亚创业创新
团队发展和技术科研工作保驾护
航。

七是举办论坛赛事，促进高新
技术引进。比如大力举办首届国
际水稻论坛、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海南赛区海南省第三届科创
杯创新创业赛、2017 年“创客中
国”海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海南商
业航天创新发展研讨会等活动，既
推动海南科技人才对外交流互补，
又为三亚架起了技术、项目、人才
引进的桥梁。

未来，三亚要实施“海陆空”科技
创新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培育
具有海南独特优势的未来产业。

具体来说，“海”就是指深海科
技，“陆”是南繁科研，“空”是商业航
天和卫星遥感。而三亚在三个领域
中占了两个半，可以说是实施“海陆
空”战略的主战场。

2月28日，2018年三亚市科技
创新暨卫生健康大会召开，会议深入
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海南
省科技创新科技奖励大会精神，进一

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会
上指出，发展新兴科技产业、打造千
亿级产业园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等
重要任务，是做好新时代科技创新工
作的重要抓手。

具体来看，一是要围绕构建“一
支柱两支撑”产业格局，主攻互联网
信息产业和“海陆空”科技产业，加快
推进各园区的建设、壮大和发展；二
是要发挥科技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
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三是要加快
补齐短板，搭建园区平台，探索实施

“一区多园”的管理模式；四是要创新
政府与企业合作模式，形成长期、深
度、互利的合作机制；五是要健全产
业扶持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配套，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
园区发展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六是要
加快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
入为主体、风险投资为补充的多元投
入体系，用好每年安排的1亿元互联
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三亚市科工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2018年，三亚将重点完善产业定

位，争创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加大科技投入，聚合资源建设高层次
创新载体；建设科普基地，创新全民
参与科技创新氛围；引进社会力量，
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坚持科技扶
贫，继续推进电商和光伏精准扶贫；
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强化科技创新政
策落实。

“我们将集中政策、资源和力量，
持续地聚焦这些重点，未来在全省甚
至泛南海经济圈抢占产业发展战略
制高点。”该负责人表示。

全方位营造科技创新氛围

加快实施“海陆空”科技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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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科技创新

资金扶持

通过院地科技合作、
医疗卫生创新、专项科研
试制、科技成果转化、农业
科技创新等 5 大科技计划
项目，立项 96 个科研项
目，三亚共计安排扶持资
金 766万元

安排 320 万元用于配
套支持 49 个国家（省）重
点科技项目，争取国家、省
重点科技计划项目资金
6936万元

设站引才

三亚共有中国科学院
深海所、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分院等单位的 6 个省级院
士工作站，占全省23.1%

成果显著

2017 年，三亚全市 11
家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
入 共 计 17.7 亿 元 ，增 长
42.7%，总纳税 1.38亿元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科研园区。

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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