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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梁
振君）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海南
省推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透露，我省将进一
步完善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的县域
科技创新考核指标体系，力争5年内
创建9个以上省级创新型市县、创新
型乡镇，争取创建2个以上国家级创
新型市县、创新型乡镇。

《方案》分别从建立县域创新驱
动发展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县域特
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县
域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县域创新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引导创新创业
人才向县域集聚、加快县域众创空

间和星创天地建设、强化创新驱动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促进县域社会
事业发展、加强县域科学技术普及、
保障措施等 10 个方面进行安排部
署，明确了相关责任单位。

《方案》明确，要进一步完善以创
新驱动发展为导向的县域科技创新
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县域经济创新驱
动发展。发挥省、市县发展综合考核
评价的作用，强化综合考评的激励导
向机制，将科技创新综合考评结果作
为县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
要依据。推进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
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

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特色现代化服
务业，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大力推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航、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产业，高起点发展海洋经
济，做优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支
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促进县域特
色主导产业绿色化、品牌化、高端化、
集群化发展。支持农产品加工集聚
区、主产区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提高精深加工能力，促进产业融
合，培育现代农业新业态。加快推进
农村电子商务的普及应用，构建农产
品电子商务销售体系，拓展农村电子

商务领域。
《方案》透露，支持海口、三亚等

有条件的市县发展以装配式建筑为
核心的绿色建筑产业和创新研发孵
化基地（园区）建设；支持有条件的
市县建设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农业科技园区和“互联网+”产业
园区。启动“海南省县域创新驱动
发展引导资金专项”项目，支持“海
南省地方科技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项目应用示范于县域，积极引导财
政资金向县域创新工作倾斜。深入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围绕县域优
势特色产业需求，加大科技特派员、

“三区”人才项目的支持力度，每年

引导200名以上科技人员服务县域
创新，培育一批县域科技人才。对
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的大学生村
官和“三支一扶”大学生回归涉农行
业创新创业，给予相关的政策扶
持。重点支持中西部特别是五指
山、保亭、琼中、白沙、临高、定安、屯
昌、东方、乐东、陵水等10个市县的
科技扶贫工作。每年选派科技特派
员、“三区”人才为贫困市县提供专
业技术服务，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实
施科技扶贫行动，强化科技创新对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支撑引领作
用，针对脱贫攻坚中存在的科技短
板，加大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

新华社5月21日电（记者张建
松）灯光的照射下，海底幽蓝静寂、海
雪飞扬。一串串珍珠般白色气泡，不
停地从海底汩汩冒出来。气泡周边，
满眼的贻贝、蛤类和蚌类等密密麻
麻；半透明的阿尔文虾、白色的铠甲
虾、一簇簇管状蠕虫，一片片小蛇尾
等随处可见。

这片奇异的海底世界，是位于
南海西沙海域的“海马冷泉”。连
日来，正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参
加我国“南海深部计划”西沙深潜
航次的多位科学家，乘坐“深海勇
士”号载人深潜器，探访了这片海
底的“生命绿洲”。其中包括我国
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南海深部计
划”专家组组长、82 岁高龄的同济
大学汪品先院士。

冷泉系统是一种深海自然现象，
由富含甲烷的流体渗漏至海底而形
成。海马冷泉位于南海的西沙海域，
总体呈东西向条带状展布，水深为
1350-1430米。2015年因广州海洋

地质调查局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4500米级“海马”号无人深潜器发现
而得名。

根据以往调查，海马冷泉的浅表
层富含天然气水合物；海底出露大量
不同形貌特征的自生碳酸盐岩，主要
呈结核状、结壳状和层状；部分区域因
较强烈的甲烷气体渗漏，碳酸盐岩胶
结了大量贻贝壳体；冷泉生物群广泛
发育，管状蠕虫、蛤类及贻贝等多种冷
泉生物共存，其中贻贝分布最为广泛；
不同种类和不同生长期的生物，在空
间上交互分布。

“尽管早就知道海马冷泉，但乘坐
深潜器到海底亲眼所见，还是非常震
撼，冷泉生物量之大、丰富度之高，果
然名不虚传。”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李新正说，“此次在海马冷泉系
统采集到蠕虫、贻贝、蚌、海葵等丰富
的冷泉生物样品，令人欣喜。我们将
进一步进行分类学和群落生态学研
究。”

在近1400米深的海马冷泉附近

海底，李新正乘坐的“深海勇士”号潜
次，还首次诱捕到一只长15厘米的

“深海水虱”。深海水虱属节肢动物
门、甲壳动物亚门、软甲纲、等足目，是
典型的深海肉食性物种，与陆地上的
西瓜虫是“亲戚”，但体型大得多。该
生物样品的获取，有助于进行海马冷
泉附近海域的深海环境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研究。

以往的科学研究表明，冷泉的初
级生产者主要为甲烷氧化菌和硫酸盐
还原菌。这些初级生产者，吸引了管
状蠕虫、蛤类、贻贝类、多毛类、海星、
海胆、海虾等初级消费者，以及鱼、石
蟹等高级消费者。这些大型生物最终
会被微生物分解，从而回归自然，形成
一套完整的冷泉生态系统。

“冷泉是海洋和地球科学的前沿
领域，深入研究冷泉生态系统，探究冷
泉生命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输运机理，
比较以阳光为驱动力的生态系统与以
来自地球内部化学能量为驱动力的生
态系统，分析两者食物网结构的不同，

可望为探索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带来新
的机遇。”李新正说。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科学家在海
底发现热液和冷泉以来，深刻改变了
人们对深海海底的看法。海底不再是
地球表层物质运动的终点，海洋也不
再是有下无上单向运动的世界。深海
冷泉的喷出物，不仅支持了深海独特
的生物群，而且还可以影响气候环境
的变化。五千万年前，深海水合物的
融化和甲烷喷发，就曾经引起了全球
高温和生物灭绝事件。

此次在海马冷泉，“深海勇士”号
还采集了碳酸盐岩、海底沉积物、微生
物、冷泉区海水等多种样品，科学家们
现场考察了冷泉活动和微地貌的关
系。汪品先认为：对海马活动冷泉区
进行现场的深入研究，是探讨南海深
部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够揭示深
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有助于全面
理解南海的碳循环；同时对我国南海
北部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也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82岁高龄院士深潜探秘南海“海马冷泉”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赵
优）“原本计划每个团期收客60人，现
在报名人数大大超过预期，第二团期
的报名人数已经达到106人。”日前，
海南热岛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国
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云鹏告诉记者，该
公司与澳门万国旅行社联合推出的

“千人游海南”活动即将在6月中旬开
启，目前市场反应热烈。

为巩固港澳市场在我省入境客源
市场中的基础性地位，4月27日-29
日，由省旅游委打造的“海南厨房”亮

相第六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
会，以美食为媒深耕澳门市场，获得当
地旅行商及民众对海南旅游的关注。
在现场，最具代表性的和乐蟹、东山
羊、文昌鸡等菜品深受澳门民众追捧，
菠萝蜜香气四溢、老盐柠檬茶供不应
求。为吸引更多游客，省旅游委联合
我省主营琼澳航线的热岛风情旅行社
以“美食+机票”的促销形式，向澳门
市民发出邀请。

据了解，“千人游海南”活动依托
澳门—海口每周3班航班的良好基础，

打造四天三夜的经典海南游路线，涵
盖滨海、民族、美食、文化等多种元素，
旨在让澳门游客感受海南魅力。

自2015年澳门—海口航线开通
后，省旅游委按照“航线开到哪里，促
销就做到哪里”的思路，积极赴澳门参
加国际旅游博览会等，与澳门中国旅
行社和澳门康泰旅行社等旅行社合作
成立澳门海南旅游产品展示及信息咨
询中心，宣传推介海南旅游资源，同
时，省旅游委举办琼港澳旅游交流等
活动，邀请港澳的旅行商、媒体记者到

海南考察。多措并举之下，2017年海
南接待澳门入境游客较2016年同比
增长18.2%。

“澳门-海口航线第一年客座率
只有25%，通过几年来的旅游促销和
市场培育，客座率以每年20%的速度
增长，目前客座率已达到68%左右。
我们希望继续以‘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的模式，进一步培育澳门客源市
场，在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下
发挥其国际游客集散、中转的优势，助
力我省入境游发展。”云鹏说。

依托航班优势 打造经典路线 涵盖多种元素

澳门“千人游海南”活动人气高

每年引导200名以上

科技人员服务县域创新，培育
一批县域科技人才

支持海口、三亚等有条件的
市县发展以装配式建筑为核心
的绿色建筑产业和创新研发孵
化基地（园区）建设

我省出台推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

5年创建逾9个省级创新型市县和乡镇

“芒果飘香
昌江情活动”启动
13项特色活动邀您体验

本报石碌5月21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李德乾）为进一步推广“春赏木棉红、夏品芒
果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四大主题全季
旅游活动知名度，做大做强“山海黎乡·纯美昌
江”旅游品牌，昌江黎族自治县近日启动“2018·
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
间里，13项特色活动将为广大游客市民提供丰
富的旅游体验。

活动期间，欢乐采摘体验活动、“百年芒
果树王”评选活动及百年芒果拍卖会、昌江芒
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牌仪式、“芒果熟了·
好运来了”自驾之旅活动、海尾龙舟赛暨美食
一条街活动、第六届“昌化江畔木棉红”全国
摄影大赛、“玉满昌江”三宝展等 13项特色活
动将贯穿始终，为岛内外游客奉上最新鲜的
芒果香。

“通过培育开拓以芒果采摘体验为核心的
乡村旅游市场，我们首先瞄准岛内游客，同时借
此机会吸引岛外游客来到昌江观光体验。”昌江
旅游部门负责人表示，注重岛内外市场宣传，积
极扩大旅游活动在海口、三亚和华南地区等重
要客源市场的影响力，也是此次活动期待达到
的效果。

海医柔性引进
两名顶尖专家
以项目带动提升海南医学研究水平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王身坚）记者近日从海南医学院获悉，日前，该院
成功柔性引进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施国平、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刘明耀两位顶尖
专家及其团队，以提升学校科研水平，促进学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

据介绍，施国平是心血管、肥胖、糖尿病以
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国际知名的华裔科学
家，现任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医院研究
员、美国国家健康理事会委员。施国平及其团
队将在海南医学院组建“心血管急危重症与损
伤修复研究PI团队”，争取在国家级的重点、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有所突破。

刘明耀是国家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医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调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此前，
设于海南医学院的海南省人类生殖与遗传重
点实验室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调控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联合成立了“基因编辑与治疗联
合研究中心”。此次柔性引进刘明耀及其团
队，将进一步推动这两个重点实验室的联合
研究工作，提升海南医学院在“基因编辑”前
沿领域的研究水平。

5月21日，三亚市互联网信息
产业专场招聘会在三亚互联网双
创中心举行，30多家入驻企业招
贤纳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
学院等高校的学生以及其他众多
求职者争相应聘。

本次招聘的企业涵盖了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集成、文化传
媒、农产品销售、新能源等多个领
域，岗位从实习生到主管级别均有
需求。现场有158位求职者与企业
达成初步用工意向。

日前，海南出台了《百万人才
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
策，吸引省外人才来琼工作、创新
创业，不少企业希望能借助政策红
利引进人才。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中科院深海所举办
公众科学日活动

戴上VR眼镜
探奇深海世界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记者孙
婧）中科院深海所近日举办主题为

“科技创新富国强民”公众科学日活
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深海所
采用VR技术拓宽了科普的深度，公
众首次得以体验畅游4500米海底
世界的乐趣。

于5月19日举办的这场科普活
动，主办方策划了系列新奇有趣的
内容，包括参观鲸豚标本馆、VR体
验深海探索乐趣、观看“探索一号
科”考船科考纪录片及“深海勇士”
号的研制和海试纪录片，还有有奖
知识竞答加深科普印象。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VR体验
环节。公众可以戴上VR眼镜，跟随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载人潜水
器“深海勇士”号，一同下潜至4500
米深海，体验深海科考作业场景，探
索热液和冷泉的地理奥秘，进一步感
受到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前景和在
深海谱系化装备上的自主创新实力。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应
用的VR系统，由中科院深海所深海
虚拟现实技术联合实验室研发。
VR场景既能多维解析“深海勇士”
号的结构原理，又能让观众亲身体
验乘坐“深海勇士”号下潜的乐趣，
让科普变得更加生动和深刻。

中科院深海所现场负责人表
示，深海所还将利用“深海勇士”号
整修时间，不定期组织更多参观活
动，扩大科普覆盖面，传播海洋科学
知识，让科技更多地走近民众生活。

据悉，“深海勇士”号的开放参
观活动，相关通知将在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网站和
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公众可以通
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深海所”了解
活动信息。

洋浦部分加油站
停业升级改造
预计6月底起陆续恢复营业

本报讯 （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李明月）近
日，有居民反映洋浦有部分加油站暂停营业，不
少司机得多花时间排队加油。据悉，目前洋浦
有关部门正在分阶段对区内加油站地下油罐进
行升级改造，其中开源大道加油站预计6月底
恢复营业。

据受访的加油站工作人员介绍，以往加油站
地下油罐一般为普通的单层油罐，使用一定年限
后，可能会出现老化、腐蚀、生锈等问题，导致成
品油渗漏的风险增加。为了清除安全隐患，同时
保障区内用户的使用，有关单位近期对区内加油
站开展了分阶段更新改造，将原本的单层罐更换
为双层罐。目前，三都区靠近洋浦主城区方向的
加油站已完成改造，开源大道加油站也将于6月
底投入使用，其余加油站将按计划分步实施改造，
保证居民正常加油。

三亚举行互联网信息
产业专场招聘会

重点支持中西部特别是五
指山、保亭、琼中、白沙、临高、
定安、屯昌、东方、乐东、陵水等

10个市县的科技扶贫工作

力争力争55年内创建年内创建99个以上个以上

省级创新型市县省级创新型市县、、创新型乡镇创新型乡镇

争取创建争取创建22个以上国家级个以上国家级

创新型市县创新型市县、、创新型乡镇创新型乡镇
制图/王凤龙

海口市中医院推动
中医国际化
为俄罗斯客人量身定制理疗套餐

本报讯 （记者符王润）“刚下飞机，身体被
按摩后，我觉得轻松多了。中医理疗太棒了！”
近日，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海口分院（海口市中医院）7楼的中
医国际诊疗中心内，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希尔盖
在接受完中医师的推拿理疗后，舒展着肩膀笑
着说道。希尔盖和他的家人是该院迎来的第
五批俄罗斯客人。

据介绍，自海口市中医院中医国际诊疗中
心成立以来，积极推动中医国际化，抓住海口
与俄罗斯莫斯科直航的契机，先后与海南珠江
国际旅行社、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两家单位签
订合作协议，携手发展海口对外服务贸易及中
医健康旅游产业。该院积极与俄罗斯方面取
得联系，并就其班机到达后的接待等细节进行
沟通对接。

海口市中医院副院长陈鸣介绍，在此期
间，医院制定了俄罗斯理疗康复套餐，其中有
由医院最顶尖的中医团队为游客提供的针灸、
艾灸、拔罐、推拿等中国传统医学疗法，同时还
有中医药材展览、中医保健茶饮等一系列中医
特色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