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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
邵长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3日发布了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
划》），向公众征求意见。

编制我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
规划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精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和美好新海南的具体举措，对
全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

业链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
义。

《规划》以“绿色出行新海南”
为总目标，围绕海南2030年实现
全域汽车清洁能源化制定了三个
阶段性目标，并分领域分区域推广
清洁能源汽车，力争把海南建成国
际首创的清洁能源汽车生态之岛，
开放、共享的清洁能源汽车示范之
岛，以及可持续发展、跨界协同的
清洁能源汽车创新之岛。

为确保规划成果质量，进一步

提高规划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广
泛性，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省
工信厅将《规划》公开以征求公众
意见，意见征集时间为2018年 8
月23日至9月1日，共10天。

广大群众如有修改意见和建
议的，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规
划》起草部门或受委托的北京中
安稳评咨询有限公司反馈，反馈
的电子邮件要签署真实姓名，并
留联系电话。

(相关报道见A02版)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向公众征求意见
分阶段分领域分区域推广清洁能源汽车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来海南游玩过多次的毛伟，从
没想过自己会以一名“创客”的身份
踏上海南这片热土。

8月23日，22个来自日本、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团队齐聚椰城，
共同参与2018年海南省第一届海
外离岸创新项目招商引资路演活
动。该活动由省工信厅、省科技厅、
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于今年
3月面向全球启动项目征集，一经
推出便引起强烈反响，137个来自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团队报名参加。
经专家评委初选，筛选出22个技术
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商业模式新的

项目参加终选。来自日本的毛伟团
队就在其中。

今天下午，第9个出场的毛伟
首先用6分钟时间介绍了他和团队
带来的游戏引擎云平台项目，包括
研发平台、优势特点、盈利模式等内
容。在接下来的8分钟内，他逐一
回答了由专家、省内外知名投资机
构负责人、知名企业高管组成的评
委组提出的问题。

毛伟带来的游戏引擎云平台项
目，目标是打造一个免费的游戏引
擎共享平台，以供中小企业和个人
用户进行游戏开发；深圳运捷迅信息
系统公司团队带来的是无人驾驶技
术在机场行李货运拖车等领域的应

用，其他创业团队还带来奥云虚拟化
平台，“医智付”生态系统，高性能交
易文档生成、管理和分析系统等。

参加本次活动的项目都是“互
联网+”创新项目，涉及人工智能、云
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经严格筛选，
6个项目通过投资评审，与省互联网
产业天使投资资金现场达成投资意
向，每个项目将获得100万元投资。

中央12号文件提出，设立海南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建立符
合科研规律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和
国际科技合作机制。

“离岸创新创业的关键在于‘不
求所有所在、但求所用’。100万元
天使投资资金是第一阶段的扶持资

金，第二阶段还有千万元级的股权
投资资金，以及第三阶段的专项的
互联网产业投资资金支持。”省工信
厅信息产业处负责人说，该厅将组织
相关投资平台，跟进对接参加本次活
动的优秀项目，依托省互联网产业天
使投资资金、股权投资资金等财政专
项资金，积极引进这些海外团队落地
海南开展离岸创新创业。

据悉，2018年海南省第一届海
外离岸创新项目招商引资路演活动，
是我省首次面向海外优质创新项目
举办的路演活动，旨在引进海外高
科技项目和人才到海南创新创业，
加快推动全省互联网产业国际化发
展进程。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

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2个团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大比拼

离岸“智”花 海南绽放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 （记者
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23日从海口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该市已启动2018年度柔性引进海
外高层次人才项目，每人每次最高
可获资助4.5万元。

据了解，2018年度海口市柔性
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外国专
家，经核实后可享受由海口市人才
资源开发专项资金提供的高层次
人才国际旅费、专家住宿费、专家
生活费等经费资助，最高资助标准
不超过每人每次4.5万元。

据了解，该资助标准根据早前海
口的相关文件而制定。海口《关于柔
性引进候鸟型高层次人才的意见》明
确规定，对于短期来海口企事业单
位工作或服务的候鸟型高层次人
才，经报海口市人才办核实，每年可
享受一次由海口市人才资源开发专
项资金提供的高层次人才差旅费、
住宿费等经费资助。目前，海口《关
于加快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意
见》再次明确，以项目引才方式柔性
引进的海外专家，专家资助费比照
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引进人才专家
经费管理的规定，最高资助标准不
得超过每人每次4.5万元。

海口启动柔性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
每人每次最高可获资助
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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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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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9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DAY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首届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23日在
重庆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
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
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
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
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
面临的共同任务。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创
新驱动发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中国愿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
际合作，同各国携手推动数字经济

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培育新
动力、开辟新空间。本次会议以“智
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
主题，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
势，体现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希望与会代表深化交流合
作，智汇八方、博采众长，共同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报记
者23日从我省相关部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
示《2018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名单》，确定100个
2018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海南有5个项目入选。

这5个项目分别是：海南海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超级船东：基于互联网+航运大数据智能服务平
台”、海南富汇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打造海南农
产品农超对接联合社商务网络平台”、三亚带啥儿农
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的“带啥儿农产品电商平台”、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天涯社区原创
数字内容服务平台”和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的“海洋信息仿真体验平台”。5个项目涵
盖了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数字创意内容和服务、信息
消费体验服务等方向。

海南5项目入选国家新型
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名单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赵
优）签约，一场接着一场。8月20日
下午，省旅游委与中青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内容包含设立中青旅华南区域
总部、成立中外合资旅行社、参与环
岛旅游公路驿站建设等。而在此前
的8月8日，省旅游委与融创中国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中国）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推动
融创中国在海南设立文旅集团总
部，促进多项文旅产业项目落地。

中央12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
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培育
旅游消费新热点，下大气力提升服
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打造业态丰
富、品牌集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
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全省旅游系统将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的工作安排，对标一流、对标国际，
加大旅游综合体、主题公园、邮轮旅
游及中高端旅游产品的供给，形成
一批符合国内外游客需求的高品
质、高层次、高水平的旅游消费产
品，全面加速海南旅游产业的升级
转型，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省旅游委主任孙颖表示。

近段时间，省旅游委全面投入
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瞄准世界
500强、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和知名
品牌企业开展点对点招商、上门招
商、以商招商、网络招商，全省旅游
产业招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预计8月底前完成6家项目签约。
目前，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
限公司、海南长隆投资有限公司和
融创中国文旅集团总部均已在海口

注册登记，腾邦集团即将签约，乐
高、六旗和Discovery等主题公园
正在洽谈落地之中。

在推进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
下，以“最好的资源交给最好的投资
者”“把好的布料交给好裁缝去做”
的理念推动旅游提质升级，不仅使
海南成为大型旅游企业的“兵家必
争之地”，也让海南吸引了国际旅游
集团的目光。

伦敦当地时间7月13日晚，省
旅游委与全球领先的旅游集团托马
斯库克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结成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协议内
容，该集团将和复星集团联合在海
南三亚设立中外合资旅行社，通过
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海南
入境旅游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要将海南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
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成为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就需要提供与战略定位相匹配
的高品质旅游产品。对标一流、对
标国际，不仅是旅游招商的要求，更
是各大项目建设的自我要求。

海口西郊，一栋栋风格迥异的
建筑露出“真容”，长影海南“环球
100”项目主题乐园一期主体和外
部装修全部完工，即将与广大市民
游客见面。走进“丝路探险”区域，
一艘巨型宝船稳稳停在古村落港
口。在宝船内，游客可化身为船员，
在逼真的沉浸影像中，追随编队启
航，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再现波澜
壮阔的伟大航行。而这，只是“环球
100”众多精心设计的游乐项目之
一。“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

设计、高质量建设，集合了7支国内
外一流的团队，竭力为国内外游客
和当地群众提供优质旅游产品和服
务。”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总经理
赵宝利说。

陵水黎安港，一座座大型游乐
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5大园区、
8大场馆，70多套国际顶级游乐设
备厂商供应的游乐设备，1500余种
4万余只海洋生物，总水体量13万
余吨……以海洋主题公园为核心
的大型旅游综合区——海南海洋
欢乐世界项目将在年底揭开神秘面
纱。“我们积极把握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这一大好时机，围绕海南的海洋
资源，打造全新的产业平台。”海南
海洋欢乐世界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沈东表示。

产业招商和项目建设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大项目带动海南旅游提质升级

高空俯瞰海口市区，在众多写字
楼中，海口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
颇为引人瞩目。目前，阿里巴巴、蚂
蚁金服、普华永道、苏宁、映客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已先后入驻该大厦。

截至目前，海口复兴城互联网
创新创业园已引进企业400余家。
国际离岸创新大厦是海口复兴城
2018年打造的新“发展阵地”，定位
为总部企业集聚区和国际离岸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复兴城：
打造知名企业聚集区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我省首批参与上海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代培项目的73名住院医师将于本月底
陆续抵达上海，开始为期3年的规范化培训。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22日从省卫生计生委在海口召开的2018
年上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代培启动会上获悉的。

据悉，上海为海南代培住院医师是上海与海南卫
生帮扶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我省建立高素质卫生
人才队伍，储备优秀医学青年后备人才的重要举
措。省卫生计生委今年与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签订了
《合作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备忘录》，拟每年选
送100名住院医师到上海的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进行规范化培训，为海南培养500名高水平的青年
骨干医师。

省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启动会的召
开，建立了海南省卫生计生委、派出医疗机构与代培住
院医师三方交流平台，为今后推动上海和海南合作培养
医疗卫生人才积累了经验，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省启动2018年上海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代培项目
首批73名住院医师
赴沪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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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来科研突破，填补学科
空白，促进行业升级……

海南：聚才而变

河南扫黑除恶大案开庭

8名公职人员
如何为黑恶势力“撑伞”？

海口多所学校回应家长们的“担心”：

中小学新生名单
公示批次不会影响分班

海口交警推出新举措

交通违法被扣电动车车主
可网上学习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