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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在三亚，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深远海科技中心项目
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这
一深海科技城建设的先
导项目建成后，将不断推
动海南在深远海科技开
发、智慧海洋、现代服务
业等领域向前发展；

从三亚出发，12月
11日在印度洋进行大洋
考察的“深海勇士”号载
人潜水器完成第100次
下潜，进一步加深了我国
科研人员对海洋资源的
探索和认知；

中国科学院种子创
新研究院（筹）和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即将
入驻南繁科技城，参与海
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助推南繁
基地建设，带动海南热带
高效农业发展壮大；

到2019年，依托文
昌航天发射中心，文昌航
天超算大数据产业集群
项目将正式开建，集中推
进海南航天信息科技、航
天空间信息、航天装备设
计、航天生命科学四大产
业园区的建设；2019年
到2022年，海南将陆续
发射海南卫星星座，为海
洋航运、渔业信息服务、
海上事故搜救等提供空
间数据支持……

如今的海南可谓“可
下五洋捉鳖 可上九天揽
月”。海南的科技事业，
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
面。尤其是随着南繁育
种、深海科技、航天科技
等“陆海空”高科技平台
的相继落户，让海南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科
技创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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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海南科技事业加速发展

“科技+”释放澎湃驱动力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特约记者 钟川

站在改革开放 40周年、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
上，海南科技事业的发展引来诸多
业界大咖的关注。

“30年来，海南各项事业发展都
取得了很大成就。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天时地利人和，尤其使得高科技企
业在海南大有用武之地。”中国科学
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南
卫星导航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
阔，干了一辈子航天事业的他很期
待海南能成为卫星导航产业链企业
的聚集地。

现代科技包罗万象，海南搞科技
创新，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必

须突出重点。近年来，海南瞄准最
有可能突破、最迫切需要发展的南
繁育种、深海科技、航天科技等领
域，集中发力，争取在“陆海空”领域
成为领跑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

“这些年来，我们欣喜而幸运地
看到，党和国家把海南科技工作摆
进国家战略全局来谋划，赋予海南
很多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寄予很高
的期许，国内大量优质科技资源正
在向海南集聚。”省政协副主席、省
科技厅厅长史贻云介绍，许多科技
工作者、发明家、企业家为海南的科
技事业发展不懈奋斗着，还有诸多
在不同领域成绩斐然的院士为海南
的建设发展贡献智慧。

近年来，国家重大海洋科技项目

相继落户海南，对海南加快科技兴
海步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海南也
不断提高海洋科技的研发能力。随
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及
大企业入驻海南，一批国家级的科
研项目在海南“落地生根”，一个个
国家级研发平台由此建立，为海南

“陆海空”科技创新加足了马力。
当前，海南正在推进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科技创新工作面临的历史机遇
前所未有，开展科技创新工作的广
阔空间前所未有，肩负的重大责任

和历史使命前所未有。
新时代，新使命。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统一部署，省科技厅主要牵头负
责完成17项重点工作任务，加快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发挥深海科技
创新中心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组织协调作用，围绕加快培育深
海、航天、医疗健康、新能源、新材料、
互联网、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和现代旅
游等产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用农业科技助力海南现代农业发展，
组织实施一批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突
破一批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核心
关键技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产业机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

瞄准“陆海空”善借“国家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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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平台建设 聚集创新创业要素
年关将至，海南各大创业园区内，

青年创业者们聚在一起，激情满满。
今年，海南省级科技创新创业孵化服
务机构又添新军。经省科技厅认定，海
南数据谷、江东电子商务产业园、海南
西部创新创业产业园、“天涯创客”科技
孵化器4家孵化器升级为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海口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创
业孵化基地、海创公社众创空间、互联
网创业孵化工厂、儋州市科技大市场众
创空间、定安电子商务创业园等17家
众创空间升级为省级众创空间。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37家省级
科技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其中国
家大学科技园2家、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9家、省级众创空间26家。”省科

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省里认定的孵化服务机
构，硬件、软件都将得到提升，为海南
科技型企业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此
外，去年，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12.28 亿 元 ，同 比 2016 年 增 长
14.8%，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3年
底的 127家增加到2017年底的 269
家，增长112%，实现5年翻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首家“省部共
建先进技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设在
琼海博鳌超级医院。省科技厅社会发
展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研究中心设
立后，可吸引国内外医学领域的专家
到海南来，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高水
平临床研究，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加强

海南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科技合作和交流，在推动海南大健康
产业发展的同时，系统提高我国整体
疾病防控水平。

博鳌超级医院已然成为国内外医
疗界精英“聚会”的场所。今年11月，
17个院士专家团队与该医院签订合
作协议，双方将深入开展合作。“我们
看中的就是超级医院这个包容力极
强、创造性极强的平台，所以选择签
约。”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说。

科技创新成果从创意、研发到融
资、孵化，最后到实现产业化，需要创
新平台作为支撑。我省一批聚集了人
才、技术、资金、项目、市场等要素的创
新平台正在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当前，海南共打造了105家省级
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史
贻云介绍，这些年来，海南在全面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科技创新优势
愈发明显，引进和培育了一批高水平
的科研机构和人才。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国章成说，在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海南必须促进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充分释放“科
技+”的强劲动力，而企业就是科技与
经济的结合点。一直以来，省科技厅
多措并举，坚持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
业，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69
家。这些企业有力地推动了海南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为海南经济发展注
入活力。

机构改革开新篇 科技事业加快发展
今年10月，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地

方党政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启动之前，
省科技厅是主管全省科技、知识产权工
作的省政府组成部门，内设省知识产权
局副厅级机构，共设11个处级职能机构。

而《海南省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将
省科技厅的知识产权管理职责划出，整
合组建新的省知识产权局，由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管理。同时将省科技厅的职
责和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的外国专家管
理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省科技厅，作为省
政府组成部门，加挂省外国专家局牌子。

为加紧贯彻落实机构改革各项部
署要求，省科技厅召开了全厅干部机
构改革动员大会，成立机构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报批了部门“三定”规
定，安排新整合组建的部门集中挂牌，
同时以新部门名义对外开展工作。在
完成机构改革相关交接和服务工作
后，省科技厅还将按照有关要求完成
档案移交、经费资产处置和国有资产
清查、划转、接收，以及离退休干部交
接和服务管理等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机构改革任务。

“重新组建的省科技厅抓住机构
改革契机，提高服务效能，机构改革和
中心工作两手抓，不断完善海南科技
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推进科技招商
等各项工作发展，推动海南科技创新
事业迈上新台阶。”国章成介绍，今年

省科技厅引进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中国科技开发院2家总部企
业，与三亚市政府共同引进多家总部
企业，共同推进深海科技城建设；与
10家国内知名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引进2家服务机构。

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需要进
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需要外企和外
籍人才的支持和参与。国章成说，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来
琼工作，新组建的省外国专家局正在
进一步规范各类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的规定、办法和流程，对标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目标，抓紧研制引进外国人
才、智力的新措施，不断开动脑筋、解

放思想，清除引进、服务管理外国人才
的相关障碍，为外国人才提供便利、安
全的工作生活环境。

做好人才工作，既要重视“天边”，
也不能忽视“身边”。国章成介绍，省
科技厅十分重视引进和培养海南省高
层次人才等各类人才，积极通过各类
创新创业平台、各类科技项目为本地
科技人才提供干事创业的舞台，引导
激励和带动更多人投身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让更多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攻
克海南重点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努
力形成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的大好局面。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

2018第二届海南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及创新创业博览会上，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模型受到市民游客关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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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省财政科技投入持

续增长，省级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资金达 5.7亿元，比2017年
预算增长29.7%

目前，我省共有高新技术
企业269家。今年前三季度全
省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预
计371.25亿元

新批准设立省级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总数达 105家；依
托琼海博鳌超级医院获批筹
建全国首家“省部共建先进技
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认定6
家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引进和培养省“百人专项”
12人、省创业英才人选31人

今年，我省共实施国家外
国专家局批准的引进国外智
力项目12个，资助聘请国（境）
外技术管理人才64人次。全
年共办理有效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证共1132张

今年，省科技厅与10家国
内知名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已落实招商项目5个，正在
洽谈的招商项目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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