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累计安排重大科技专项57项
支持资金共 7.5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到269家
省财政

截至目前，海南省科技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机构17家，其中包括

国家级众创空间

1家
国家大学科技园

2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家

储备土地

是指经过征收、收回、收购、置
换等方式纳入土地储备库的土地
（连同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着物）。

是指在海南历史悠久并拥有一定世代传
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
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
形成良好信誉的本地品牌。

“海南老字号”

我省启动首批
“海南老字号”认定工作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杨艺华）记者今天
从省商务厅获悉，根据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等8部门
的有关要求，我省将开展首批“海南老字号”认定活
动，并将于5月31日前认定首批“海南老字号”。

本次活动旨在建立海南老字号认定体系，建
立海南老字号保护促进体系，挖掘整理传统产品
和技艺，增强海南老字号企业自主创新和市场竞
争能力，同时支持和培育有条件的海南老字号做
大做强做优。

《海南老字号认定及保护促进办法（试行）》执
行标准具体包括：（一）在本省登记设立、经营状况
良好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主体；（二）商
号或者商标传承不少于二十年；（三）具有注册商
标所有权；（四）具有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者服
务；（五）具有传统文化背景、地域特色、历史积淀
和文化底蕴；（六）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得到社会
广泛认同和赞誉；（七）近三年未有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或失信企业名单记录的；（八）近五年未发
生严重违法经营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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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节假日便是加班日，年夜饭常变
工作餐。从事旅游行业，并非易事。
每当旅游旺季，放弃与家人团聚时
光，投入到一线高强度工作成为常
态，包括李南廷在内的海南万千旅游
行业从业者做到了。

二十载坚守旅游路，承受行业日新
月异发展的巨大压力，面对变幻莫测的

旅游市场沉浮跌宕，“老旅游人”李南廷
的这份动力源于何处？他常道，从事旅
游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养活自己、服
务社会”；他还说，家人的自豪感、游客
的满足感是他奋斗的最大动力。

正是这份简单，支持着李南廷一
路披荆斩棘，努力拼搏，助推三亚传
统景区实现升级转型，为三亚旅游产
业振翅腾飞加油助力，助推鹿城滨海
旅游向“世界级”奋力进发。

旅游人是孤独的。置身旖旎景
区中，却无暇欣赏曼妙美景，他们身

扛责任，竭诚服务，只为每一位游客
满意而来、舒心而归。

旅游人又是快乐的。李南廷认
为，做旅游是“苦并快乐的”，他们用
辛劳付出，推出一系列创新旅游产
品，打造一个个休闲欢愉的度假世
界，换来游客的真诚笑脸。

李南廷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踏踏
实实做旅游，让快乐在每位游客之间
传递。或许，这正是海南每一位旅游
从业者以魄力与勇气，书写旅游发展
新篇章的不竭动力。

记者手记

“让快乐在每位游客之间传递”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人们或许不熟悉三亚市天涯海
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南廷，但从事旅游行业近20
年来，他的足迹遍及之处，与三亚旅
游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息息相
关。自1998年从事旅游业以来，他
先后在南山、大小洞天、鹿回头、天
涯海角等景区工作，参与见证了海
南首批大型主题式景区——南山景
区的建成与发展；因地制宜发挥滨
海风光与文化优势，助力“老牌”景
区大小洞天成功创建国家首批5A
级旅游景区；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
平，实现鹿回头景区扭亏为盈，荣升
国家4A级景区……

“做旅游，就是要把快乐传递给
每位游客，以旅游为名片，擦亮海南
招牌。”二十载不停歇，三亚旅游发
展日新月异，眼下，李南廷又迎来新
任务——全方位升级天涯海角景区
硬件、软件条件，推动创建国家5A
级景区，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加快鹿
城旅游革新转型，助力三亚建设世
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事实上，李南廷“触旅”之初颇
具戏剧性意味。1998年，学医的李
南廷因机缘巧合进入南山景区工
作，负责景区开园初期阶段的营销
工作，从而开启了李南廷投身旅游
业的新大门，并以责任担当的精神
和不畏艰难的执着，推动着大小洞
天、鹿回头等“老牌”景区成为突围
发展的新典范。

近年来，海南旅游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但对于李南廷等海南旅游
人来说，“成长的烦恼”在所难免：

“以前海南发展旅游步子迈得大，硬

件设施、产品供给、服务水平等方面
还存在诸多短板，亟需以游客需求
为导向突破同质化发展瓶颈，推进
旅游行业求新求变，刺激新的消费
活力。”

更令李南廷担忧的是，随着千
古情、蜈支洲岛等一批新兴景区崭露
头角，海岛游、演艺文化游、邮轮游受
到热捧，以传统观光游为主的天涯海
角等老景区将面临强烈冲击。

“散客时代到来，旅游行业不能
再依赖传统的团队游客，景区产品
以及服务等方面都亟待调整。”李南
廷说。

如何打破“去天涯海角就是看
大石头”的刻板印象？如今，天涯海
角景区外塑形象、苦练内功，通过夯
实硬件、软件实力，推进智慧化景
区、旅游厕所、生态停车场等建设工
程，打造国际婚庆节、名家采风书画
笔会、中外音乐汇一系列品牌活动，
推广海南民俗文化，尽显“琼岛范”
与“国际范”。

与此同时，为打破天涯海角单
一门票经济的局面，李南廷发挥巧
思，借助天涯海角品牌优势，积极摸
索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发展海上旅
游、婚庆产业，打造体验式、互动式
产品，开辟旅游新经济增长点。
2017年，该景区总接待人数历史性
突破500万人次，经营收入同比增
长7.6%，实现财丁两旺。

“下一步，我们还将着力完成景
区规划及保护开发、空间扩容、旅游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智慧
旅游等六大任务，为三亚旅游品质
提升助力，打造鹿城旅游优质品
牌。”李南廷说。

（本报三亚3月28日电）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南廷：

乐当鹿城旅游革新探路人

李南廷（图左），在天涯海角景区与员工交谈。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游必生 摄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王
玉洁）今天上午，2018全省科技与知
识产权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总结过
去五年我省科技与知识产权工作成
果，研究部署2018年我省科技创新工
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主要任务，提出
要按照“陆海空”总体布局，推动深海、
南繁、航天等领域技术创新，用高科技
支撑十二大重点产业发展。

记者从会上获悉，五年来，我省

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知识产权
专项资金从 2012 年的 500 万元增
加到 2017 年的 1658 万元。去年，
我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4417件和2084件，同比分别增长了
142.6%和 90.67%，有效发明专利
2344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为 2.6 件，全省共有 26 项专利获得
中国专利奖，专利质押融资累计达
到8.6亿元。

新的一年，全省科技系统将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统一部署，深入实施科技强省和
知识产权强省战略，积极培育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聚焦热带高效农业、海
洋、医药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着
力实现科技精准扶贫，实施科技人才

专项工作等。
会议指出，2018年，全省科技系

统将推进三亚深海科技城、深海技
术国家实验室建设、推进深海空间
站落地及服务保障基地建设，努力
打造全国唯一的国家深海科技城
和深海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推
进南繁育种科技城、南繁育种国家
实验室、南繁基地科研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

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南
繁硅谷”，提升南繁科技水平；推进
文昌航天科技城规划建设，推进卫
星遥感科技产业园建设和低纬度
卫星观测体系技术研发与应用，计
划 3 年内完成海南小卫星星座布
局，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数
据支撑。

省政协副主席、科技厅厅长史贻
云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8全省科技与知识产权工作会议提出

推进深海、南繁、航天三大科技城建设

海南空管分局首次应用HUD新技术
保障航班安全顺畅

200米低能见度也可起飞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邓海宁

通讯员符鑫 庞正 赵秀华）27日06：53，随着某航空
公司航班在极端大雾天气条件下从海口美兰机场安
全准点起飞，标志着自海口美兰机场被批准HUD
RVR200米低能见度起飞程序以来，海南空管分局
首次成功应用HUD新技术在RVR200米条件下起
飞，成为全国少数具备HUD新技术应用的机场。

据介绍，冬季海口经常受大雾影响，而HUD
新技术的应用，对于降低海口美兰机场大雾天气
时的起降标准，提高航班准点率将起到积极作用。

27日清晨，海口美兰机场遭遇大雾天气，
RVR（跑道视程）最低值至200米（航班正常起飞
标准为400米），造成了航班无法正常起降。面对
极端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民航海南空管分
局立即启动HUD RVR200米低能见度起飞程序
的新技术，降低航班起飞天气标准至RVR200
米，通过利用民航新技术、缩小放行间隔等方式，
全力保障航班的安全、正常运行。

是 飞 机 平 视 显 示 器 英 文 翻 译 的 简 称
（Head Up Display），它是一种机载光学显
示系统，可使飞行员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保持平
视飞行状态。即使天气条件较差，飞机在起降
时遭遇大雾天气，飞行员按照HUD提供的精
准拉平引导可以精准完成“盲降”。

HUD

我省加密印尼直航

三亚至泗水航线成功首航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记者赵优 林诗婷

通讯员胡璐）3月27日凌晨，在海南省旅游委、海
南省民航办、三亚市政府、三亚市旅游委及相关政
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携手印尼狮子航空开通的三亚至泗水定
期直飞航线成功首航。

据悉，三亚⇌泗水航线是海南联合航空旅游
集团继去年8月成功开通三亚⇌雅加达直航航线
之后，开通的第二条三亚直飞印尼的航线，为旅客
出行印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该航线去程三亚⇌泗水航班号为JT2662，每
周二执飞1班，北京时间2时20分从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6时05分抵达印尼泗水机
场；回程泗水⇌三亚航班号JT2663，每周一执飞
1班，当地时间19时35分从印尼泗水机场起飞，
北京时间次日1时20分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泗水是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省会，是印度
尼西亚的第二大城市。据了解，该航线是海南联
合航旅集团继三亚⇌雅加达、海口⇌雅加达之后，
开通的第3条直飞印尼的航线。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书记，您又来啦！”3月26日上午，
刚看到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书记王小
燕进门，在海口市博爱路经营节日用品
商行的陈春立刻笑着迎了上去。

王小燕抽出一张调查表，笑着对
陈春说：“陈姐，您看，咱们三角池片区
如今立面改造这么漂亮，政府也想跟
咱们商户作个调查，听听大家的声
音。另外也想听听陈姐对今后的店铺
发展有什么想法。”

多年的滞后发展，让生活在三角
池片区的3万多名群众怨声不少。从
去年11月起，海口启动三角池片区
（一期）综合环境整治项目，让这个原
本老旧的片区焕然一新。得益于片区
改造，不少博爱路的店铺也重获生
机。陈春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环境变好了，我的生意也跟
着变好了。”陈春说，她打算再攒点钱，
把店面做得再大些。王小燕告诉她，
今后三角池片区的人气会越来越旺，
店铺往休闲娱乐的方向发展或许会有

不错的前景。
“没想到政府还为我们考虑了这

么多。”听完王小燕的建议，陈春心里
感到十分温暖。事实上，两人的每一
次见面，王小燕都会给她带来好主意。

两个月前，片区还没开始改造，王
小燕和几名同事就一家家上门为群众
介绍改造的基本情况，“她一遍遍地向
大家介绍改造的设想，还征求我们的
意见，希望店主能够谅解。”陈春说，这
个小小的举动让她感动。

除了改造风格，改造的时间、立面

的色彩、工程的影响、广告牌的拆除，
每一项都需要片区涉及街道办的工作
人员一遍遍上门沟通。

“安不安全、会不会造成浪费、用
什么材质更环保？”光是“立面楼栋格
栅”这一项，起初周边居民的讨论声就
不小。而这些“民声”也被一一搜集整
理，上传到市里召开的讨论会中。

这份坚持和努力也换来了更多市
民游客的理解与支持。越来越多人来
到三角池和东西湖唱歌跳舞、拍照留
念，大家在这里感叹生活的美好，感受

绿水青山的生机。
“这段时间的工作让我对‘以人民为

中心’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么多百姓的鼓
励和支持正是我们基层工作者继续努力
的动力和方向。”王小燕满怀信心地说。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城市
品质提升为引领，创新发展理念，在大
力提升城市品位和颜值的同时，将‘群
众满不满意’作为工作标尺，全心全意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百姓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顾刚说。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工作标尺 全心全意“以人民为中心”

海口三角池片区治理获百姓点赞

海口出台储备土地新规

经营性项目需招拍挂获临时使用权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获悉，近日海口出台《储备土地巡查管
护和临时利用工作管理规定》（下称
《规定》），明确企业及个人因经营性项
目需要申请临时利用储备土地的，只
能通过参加第三方平台组织的储备土
地临时利用的招标、拍卖、挂牌获得临
时使用权。

根据《规定》，海口市属机关、市

属国企需要临时利用储备土地的，
可根据方案提出临时利用申请。其
他企业和个人因经营性项目需要申
请临时利用储备土地的，只能通过
参加第三方平台组织的储备土地临
时利用的招标、拍卖、挂牌获得临时
使用权。

任何机关、企业、个人取得储备
土地的临时利用权后，只能用于自
主利用、自主经营，不得转租、转

用。临时利用的租金不得低于基
准租金（公益性项目需无偿使用的
除外），同时还需缴纳租地保证
金。租地保证金不得低于租期内
总租金的20%。

此外，《规定》明确，临时利用期限
届满未申请续期或者不符合续期条
件或者因政府原因需提前收回的，
使用方应无条件交回土地。地上有
临时建筑物的，使用方应自行拆除，

恢复土地原状，并承担相关费用；如
不自行拆除的，政府启动强制拆除
程序，政府对地上相关建筑物、构筑
物、附着物等不予赔偿或者补偿。
如有不自行拆除地上临时建筑物、
破坏储备土地、在储备地上挖坑挖
塘等行为的，储备中心责令自行整
改；不落实整改要求的，储备中心依
据合同没收保证金 ，并将保证金用
于储备地的恢复和管护。

过去
五年

我
省 等领域

取得
丰硕成果

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精准扶贫

海洋科研攻关 特色医药产业

科技成果转化 知识产权建设

制图/孙发强

芒果飘香季，邀你开展美味骑行之旅

陵水（英州）芒果采摘季
本周六开启

本报椰林3月28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黄艳艳）3月，芒果熟了。3月31日（星期六），
2018年陵水（英州）芒果采摘季暨乡村游活动将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芒果共享乐园举行启动
仪式。本次活动为期3个月，将通过精彩的开幕活
动以及乡村游活动，让更多人享受“芒趣”之旅。

陵水最大的芒果种植基地就在英州镇。目
前，英州芒果种植达2.7万多亩，涉及全镇30%的
农户，是开展芒果之旅的理想之地。

本次活动以“芒果飘香季，月月共享趣”为主
题。活动开幕当天将设置“庄园共享芒”“山地骑
行芒““亲子踏青芒”“欢乐创意芒”四大精彩主题
活动。4-6月，游客可到英州体验芒果之旅的乐
趣，身临万亩芒果田园观光采摘、在绿道体验乡
间骑行、夜宿民居享受惬意乡村生活、在共享农
庄“认养”果树、参与亲子芒果课堂等。

本次活动由陵水县政府主办，县委宣传部、
县旅游委、县农委、县文体局和英州镇政府承办。

临时利用是指储备土地供应
前，通过出租、出借等方式对储备土
地加以利用，一般租用期限为2年，
在不影响土地供应的情况下，可以
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