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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民营企业

采访再次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我们希望参与大数据运营公

司建设，助力海南优化审批服务。”
11月28日，在位于海口市滨江路
的南威软件（海南）有限公司总经
理办公室内，该公司总经理吴龙龙
一边接着电话，一边向海南日报记
者投来歉意的目光。

4年多前，南威软件（海南）
有限公司尚未成立，吴龙龙的工
作地点在福建——南威软件集
团总部（以下简称南威集团）所
在地。海南，对她来说还是个陌
生的地方。

如今，南威软件（海南）有限
公司已经在海南发展壮大，成功
开发了海南省委、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海南省商务厅以及琼海
市公安局等党政部门的信息化
建设项目，为“数字海南”建设贡
献了力量。

南威集团为什么选择来海南
发展？在海南的发展目标是什
么？将如何实现与海南的共同发
展？带着这些问题，海南日报记
者进行了采访。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叶映彤

南威软件推动信息化建设与城市发展全面深度融合

发挥技术优势 助推“数字海南”建设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日志

廖树蕾 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脱
贫攻坚战斗中队中队长

12月4日 星期二
据帮扶责任人林永贤反映，北

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吉永想一家

在危房改造中新建的房屋已于今
年 9 月 30 日竣工，但这家人迟迟没
有搬入新房居住，原因是新房还没
有通电。

今天，我在村中走访了解到，

目前吉永想本人在外务工没有时
间回村。此前，在帮扶责任人帮
助下，吉永想已于 11 月 20 日填写
材料向崖州区供电所提交了用电
申请。

我立即将情况反馈给崖州区供
电所的相关负责人，希望供电所尽
快解决贫困户用电难的问题。经过
协商，供电所同意下午立刻解决。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帮助贫困户解决新房通电问题

韦求香 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
脱贫攻坚战斗大队大队长

11月26日 星期一
今 天 ，我 到 志 仲 村 了 解 县 园

林部门在该村建设金椰子公园的
进展情况。到现场发现，公园里

已经种下了 353 棵椰子树，这些椰
子树再过 3 年就结果了。从公园
出来，我又到红内村看望贫困村
民张昌平，之前张昌平家室内卫
生状况很差，帮扶责任人第一次
去他家被熏得当场呕吐。驻村第

一书记郑源仲对张昌平进行了教
育引导，并动手帮忙打扫，如今张
昌 平 家 的 环 境 卫 生 状 况 已 大 变
样，人也精神多了。经过多方努
力，张昌平一家今年已成功脱贫。

此外，在红内村我还了解到，

村民张胜家今年种了百香果，如
今 藤 蔓 上 已 硕 果 累 累 ，丰 收 在
望。这是该村发展庭院经济一个
很好的示范点。村里的贫困村民
可以就近观摩学习，在房前屋后
种一些果树，增加收入来源。

了解公园建设情况 看望贫困村民

临高举办脱贫攻坚培训班

科技服务 助农脱贫
本报临城12月4日电 （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杜娥）海南日报记者
12月4日从临高县科技局获悉，12
月3日至8日，临高将开设科技人
才引领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对
300名有创业意愿的贫困村民代
表、种养大户、高校毕业生、中职高
职毕业生、返乡农民工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有：热带水果与经济
作物种植技术、电子商务实用知识、
合作社经营与管理方法。

来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服务
“三农”专家库的专业技术人员将围
绕临高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通过实
训实习、参观考察和生产实践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培训，提高参加培训
学员的就业创业能力。

在完成集中理论培训的基础
上，活动主办方将组织培训班学员
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基地、农业
产业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
业考察学习。培训结束后，授课专
家还将为参加培训学员提供跟踪指
导服务，及时解决学员发展生产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定期向学员
提供病虫害防治、栽培技术等咨询
服务，做到培训结束而服务不止。

该培训班由临高县委组织部和
临高县科技局主办，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海口实验站承办。

本报牙叉12月4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何宁宁）“我的手臂5年
前骨折，去年和今年住院治疗花了5
万多元，好在治疗费用报销比例超过
90%，这回总算有希望把病治好了！”
12月4日中午，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
乡白准村，贫困村民陈壮坤正在厨房
里收拾碗筷，她看起来术后康复得不
错。

原来，5年前，陈壮坤因摔伤致
右前臂骨折，多次前往医院治疗，但
效果不佳，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家
境贫寒。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扶下，
陈壮坤先后于去年5月和今年11月
到白沙县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医
生对她的右前臂桡骨、尺骨进行固
定。目前，她的右臂康复情况良好，
预计数月后即可下地干活。

白沙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提高贫困群众的医疗保障水平，今年
以来，白沙在引进上海交大附属苏州
九龙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出台

“两免零押金”政策，筑牢新农合、大病
保险、商业补充保险、民政救助、医疗
保障专项救助“五道”防线。截至目
前，白沙已与省内43家医院签订“一
站式”结算服务协议，患病贫困群众支

付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后，即可出院，
无需再去相关部门办理报销手续。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中旬，
白沙贫困人口住院报销5361人次
2930.73 万元，人均报销比例达
92.15%，慢性病特殊门诊报销3363
人次 206 万元，人均报销比例达
97.6%。该县实施的各项医疗保障政
策，为贫困群众撑起了健康保护伞。

筑牢“五道”防线，住院报销比例超90%

白沙为贫困群众撑起健康保护伞

11月26日，文昌市文教镇良亩仔村，一条2.68公里的农村公路连接着该村与文教镇墟。“现在交通方便
了，来村里收购瓜菜的商贩也比以前多了。”村民符策谋高兴地说。

据了解，2018年我省计划建设农村公路5000公里，为贫困村群众脱贫攻坚提供交通保障。截至10月底，
已完成建设5465公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建设农村公路
助力脱贫攻坚

10家企业代表赴文昌考察
本报文城12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日前，深圳市鸿洲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代表赴文昌考察，文昌市委、市政府积
极接洽并举办座谈会，诚邀广大海商企业共建海
南文昌国际航天城。

据悉，12月2日，海南在2018世界海商（博鳌）
高端论坛上向全球海商发出邀约，希望广大海商积
极响应家乡号召，参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共
享海南发展机遇。12月3日，深圳市鸿洲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代表来到文昌进行考察。

经考察，企业代表们纷纷表示，近年来，文昌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为企业提供了很多投资热点
和发展商机，希望政企双方加强沟通交流，在文化
旅游、园区建设、休闲度假等领域进行合作。

12月3日，文昌市委、市政府向考察企业代
表进行招商推介。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表示，在
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进程中，文昌扛起“建设
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推动建设海南文昌
国际航天城”等新使命，欢迎企业家们到文昌投资
兴业。

东方46名干部赴海口琼海考察

集中“充电”助力扶贫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符吉亮）近日，东方
市46名贫困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
一书记到海口、琼海考察学习，学习
基层党建、产业扶贫、美丽乡村建设
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好做法。

考察学习团一行先后考察了海
口市石山镇施茶村石斛种植基地、
永兴镇电商扶贫中心、永兴镇冯塘
绿园，琼海市嘉积镇黄崖村党群活
动中心、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规划馆等地。

每到一处考察点，考察学习团
成员都认真听取介绍，与当地有
关单位负责人交流探讨，认真学
习海口、琼海在基层党建、产业扶
贫、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先进
经验和好做法。

东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欧
阳娇表示，希望贫困村党支部书记、
驻村第一书记认真学习借鉴好经
验、好做法，紧密结合本村实际找差
距、补短板，因地制宜谋划好本村扶
贫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带领村
民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化党组
织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积极探
索“党建+”模式，凝聚脱贫攻坚强
大合力。

三亚婚庆旅游产业大会举行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林诗婷）12月4

日，2018年三亚婚庆旅游产业大会暨2019三亚
婚庆旅游发展论坛在三亚举行，来自该市婚礼酒
店、婚纱摄影基地景区、婚纱摄影公司、婚礼策划
公司的300多名业内人士相聚一堂，为推动海南
婚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建言献策。

本次大会以“合作共赢”为主题，与会嘉宾围
绕“婚庆旅游如何实现规范化良性发展”“如何打
造婚庆旅游目的地”“婚庆旅游如何营销”等话题
展开交流讨论。大会还发布了三亚婚庆旅游行业
宣传片。

近年来，三亚婚庆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世界婚
礼蜜月岛屿论坛、三亚目的地婚礼博览会、三亚天
涯海角国际婚庆节、中国婚纱摄影旅拍行业高峰
论坛等活动相继在三亚举办。据了解，2018年，
三亚预计接待婚纱摄影新人38万对、蜜月度假游
客超30万对，由此产生及衍生的婚庆旅游消费额
约100亿元。

“三亚婚庆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成为世界
知名的婚庆旅游度假目的地的潜力。”三亚市婚庆
旅游行业协会会长许伟说，下一步，三亚婚庆旅游
相关企业将加大产品营销力度，共同推进行业标
准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

本报海口12月 4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蔡胤彦）为营造浓厚的互联网创新创业氛围，
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经省政府批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
口市政府将于12月 11日至 22日举办2018年
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12月3日从省工信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的。

据介绍，本次创新创业节的主题是“离岸创
新、链接自贸”。活动期间，主办方将举办9场大
型主题活动。与会嘉宾将围绕区块链、物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议题，进行探讨交流。

本次创新创业节将邀请美国风投资本SOSV
基金创始人肖恩·奥沙利文、硅谷硬件创业加速器
HAX总经理邓肯·特、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
红杉资本合伙人王岑、清华大学互联网研究院院
长朱岩等互联网领域的知名人士出席。

2015年以来，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已
经成功举办3届。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创新创业
节国际元素更丰富。

我省一批景区景点被纳入
旅游电子行程服务平台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赵优）海南日报记
者日前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根据海
口、琼海等市县旅游部门推荐和省旅游协会联合相
关部门复核，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海口海垦花
园夜市等一批景区景点、旅游企业被纳入旅游电子
行程服务平台管理。

10月以来，依据《海南省旅游电子行程服务
平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海口我度假国际酒店、
冯塘绿园、三亚水稻国家公园、海南博鳌银丰康养
国际医院、云悦假日酒店、海口海垦花园夜市、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南国威尼斯皇家庄园酒店
先后被纳入旅游电子行程服务平台管理。

据了解，旅游电子行程服务平台借助信息科技
手段，实现对旅游团队全要素、全过程动态监管。
旅游小镇、医疗旅游基地、文化艺术博物馆、旅游特
色街区、红色旅游教育基地、旅馆、旅游餐饮点及旅
游车辆和船舶、邮轮游艇等旅游要素需具备相关条
件方可申请纳入旅游电子行程服务平台。

区块链创新应用大会

“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天使投资路演活动

2018SKYDIVE（海南）国际投资暨科技创新峰会

物联网应用与数字海南建设2018南渡江高峰会

第二届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海南高峰论坛

数字经济与国际离岸创新大会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招商暨项目路演大会

2018中国创投新生态暨第三届金投榜颁奖盛典

海南“互联网+”
创新创业节11日开幕

作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南威集团的
产品是各类信息化平台和智能系统，
合作对象通常是政府部门。

南威集团着力在智慧城市、数字
经济、分享经济平台建设运营方面进
行科技创新，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是

“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域的全国龙头
企业。

不久前，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到浙
江、上海等地考察学习，在杭州市政务
中心详细了解浙江“最多跑一次”行政
审批改革的进展情况。该政务中心的
信息化平台主要由南威集团建设。

近年来，全国各级政府部门越来
越重视信息化建设，“互联网+政务服
务”、大数据分析的需求日益旺盛。我
省也在大力推动“放管服”改革，努力

做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最大限度方便人民群众。

“我们希望发挥技术优势，在海南
参与建设综合信息平台。”吴龙龙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2014年，她到海南旅
游时发现，海南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让南威集团下定决心，将业务
拓展至海南。

2014年10月，南威集团获得了
开发省高院廉政风险防控平台的机
会。“当时我们在海南的业务刚起步，
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团队。那年中秋
节，我只能跟集团总部要人。海南市
场没有让我们失望，确实有潜力可挖
掘。”吴龙龙回忆说，不久后，他们再次
中标，承接了海南省委某系统项目的
开发任务。

起步 | 4年前开始在琼岛扎根

“我2016年进入公司，那时公司人
不多，不像现在人多了，连办公室的位置
都不够坐。”南威软件（海南）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曾莹莹说，近两年时间里，同事越
来越多，感觉公司的办公室在“变小”。

落户海南4年多，南威软件（海
南）有限公司核心团队成员已达60多
人。员工数量增多的背后，是南威软

件（海南）有限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
2017年9月，南威软件（海南）有

限公司与省工信厅、海南生态软件园
签订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海南智慧城
市建设，推动信息化建设与城市发展
全面深度融合。

今年3月，南威软件（海南）有限

公司中标承建海南商务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10月，南威软件（海南）有限公
司与琼海市公安局签署琼海电动自行
车、两轮摩托车智能防盗系统项目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入合作，提升琼
海公安部门服务群众的效率……

“过去几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
绩。与此同时，近两年，海南信息技术

服务市场竞争加剧，不少国内大公司
都瞄准了这一领域。”吴龙龙说，南威
人一直保持着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
精气神，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砥
砺前行。

这就如同在草原上，羚羊和狮子
经常进行博弈和较量，羚羊要想生存
下来，必须跑得够快。

发展 | 信息技术服务“多点开花”

多方同台竞技，除了实力，公平公
正的竞赛环境也十分重要。海南正在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南威软件（海南）
有限公司十分看好公司在海南的发展
前景。

吴龙龙说，南威软件（海南）有
限公司将积极参与“数字海南”建
设，推动海南智慧城市建设，将“互

联网+”融入政府治理、城市管理、产
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另一方
面，当前公司还面临着人才储备无
法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用人需求等
问题。

如今，数字政务已经成为我省各
级政府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
要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南威软件

（海南）有限公司等信息技术类企业
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当前我
省各级政府部门积极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前沿技术，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也将为南威软件（海南）有限公司
等信息技术类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
机会。

11月12日，省委召开民营企业

座谈会，作为参会企业之一，南威软件
（海南）有限公司更加坚定了以科技创
新为抓手助力“数字海南”“智慧城市”
建设的发展方向。

“未来两年，我们计划成立海南南
威信息集团，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贡献南威人的一份力量。”吴龙龙
说。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期待 | 为“数字海南”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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