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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琼州海峡港航
一体化，从根本上破解
“过海难、过海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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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建议点击

本报北京3月 5日电 （特派记
者刘操）“琼州海峡大通道建设与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息息相关，中央对琼州
海峡大通道建设问题高度重视，海
南省可借政策东风，通过加快推动
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交通多元化
建设，实现大通道交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琼州海峡‘过
海难、过海慢’问题。”在今年的全
国两会上，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毛万
春与其他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
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加快推进琼州

海峡港航一体化。
提案指出，2018年颁布的中央

12号文件中强调“深化琼州海峡合
作，推进港航、旅游协同发展”，凸
显了琼州海峡大通道建设的重要
性。多年来，琼州海峡大通道“过海
难、过海慢”问题成为了制约交通发
展的关键问题。为此，交通运输部
将琼州海峡列为重点监管水域，以

“交通安全、秩序稳定”为首要目
标，出台了多份法律法规和制度办
法，不断规范完善琼州海峡的运输
运营秩序和提高安全等级，引导和

促进了琼州海峡交通运输的规范、
稳定和有序发展。2018年，交通运
输部颁布的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中明确提
出“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发展”
三项措施，给予海南省经济建设大
力支持。

近两年来，为解决琼州海峡交
通运输瓶颈问题，琼、粤两地政府、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之间进行了多层
级沟通协调。毛万春等委员表示，
多年的努力证明，只有真正推动琼

州海峡港航企业资本一体化，将两
地各方利益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来，
打破港航企业利益分割和监管区域
分割的格局，理顺琼州海峡轮渡运
输体制机制，才能实现琼州海峡畅
通、高效的“公交化”运营。

毛万春等委员建议，由交通运
输部牵头，琼、粤两省地方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统筹琼州海峡港航一
体化工作，由地方政府成立专项工
作组，牵头企业加快推动，取得实
质性进展，保障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

本报北京3月5日电（特派记者
罗霞）发展装配式建筑对于进一步改
善城市环境、全面提高建筑综合质量
和性能、提升住房品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住琼全国政
协委员联名建议，加快装配式建筑推
广与应用，支持海南建设装配式建筑
示范省。

委员们提出，从全国来看，目前，
装配式建筑推广存在政策规范不够
完善、专业施工队伍缺乏、公众认知
度较低等问题。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奖励政策落实仍未完全到位。大部

分企业并没有涉及装配式建筑领域，
相关施工、管理人员并不熟悉装配式
建筑的建造方式。

“要完善装配式建筑的推进政
策，建立装配式建筑的人才培养机
制。”住琼全国政协委员王路建议，
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实施细则，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对政策的熟
悉程度，保证奖励落实到位。给予
各参建单位在信贷、财税等方面优
惠政策，加快装配式建筑发展进
程。在各大高校及职业院校大力培
养装配式建筑专业化人才的同时，

以大型企业为依托，加快培养熟练
的产业工人。

委员们建议，为加快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推动海南建筑业转型升级发展，
建议国家支持海南建设装配式建筑
示范省。

一是加大资金支持。在中央财
政专项资金、示范试点资金、金融部
门优惠政策贷款、税收优惠、奖励资
金等方面给予海南装配式建筑企
业、项目支持。二是加大技术支
持。装配式建筑发展需要解决防

腐、防水、防裂、抗震等多种技术难
题，建议国家支持海南加大装配式
建筑技术攻坚，协调国内外大型科
研机构、装配式建筑企业对口支援
海南，在海南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
的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和科研平
台。三是加大人才支持。支持海南
高校、职业院校开设装配式建筑相
关专业，协调国内外装配式建筑领
域优势院校与海南院校合作，出台
鼓励性招生政策，拓展信息化教学
和实训基地等教学资源，持续输送
装配式建筑专业化人才。

本报北京3月5日电（特派记者
周晓梦）“海南岛地理特征中高周低，
水系呈独立放射状，形成源短流急，
天然存蓄能力弱，水资源时空分布不
均，年内年际丰枯变化差异大，供给
与需求矛盾突出等特点。”住琼全国
政协委员林安对此建议，支持海南完
善海岛型水利设施网络。

林安介绍，目前我省委托水利
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编制完

成了《海南水网建设规划》，提出在
继续推进已列入 172 项节水供水
重大水利工程的4项工程之外，还
需建设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水灾害治理等方面9个重点
项目，并按照国家水安全保障建设
要求开展6个方面的专项建设，实
现用水安全可靠、洪涝总体可控、
河湖健康美丽、管理现代高效的目
标，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

水安全保障。
“水利基础设施是公共服务的重

要领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
域。”林安表示，水务改革发展要全力
保障水安全，更好地提供防洪减灾、
城乡供水等公共服务。

鉴于海南水资源调配需要全岛
整体系统性考虑，林安建议将《海南
水网建设规划》中的水资源配置项
目（涉及琼西北供水工程、迈湾水库

及灌区工程、天角潭水利枢纽、昌化
江水资源配置工程、牛路岭灌区工
程）作为一个项目，给予一次性立项
建设。同时，将海南省作为重点生
态功能区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用于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面。

此外，林安还建议在现有投资渠
道条件下，加大对海南中小河流水利
项目、农村水环境项目以及生态补偿
支持力度。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建议：

加快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建议：

支持海南建设装配式建筑示范省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林安建议：

支持海南完善海岛型水利设施网络

本报北京3月5日电（特派记者
刘操）为高标准打造国家“南繁硅
谷”，住琼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建议，
由农业农村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科学技术部等相关国家
部委和海南省政府共同建立国家“南
繁硅谷”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推进南
繁科研育种基地、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等项目建设，并给予
资金、政策等支持，打造集科研、生
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
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据了解，海南省将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建设作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十二个先导性项目之一，高标准打
造国家“南繁硅谷”，不断增强和拓展
南繁基地服务全国种业科研的功能。

史贻云指出，海南具有我国其他
地区不具备的种业科研独特优势，热
带作物生长优势凸显，加之经过多年
的发展，已聚集了大量的种业科研单
位、公司、科研人员，是农业科技资源
密度大、成果科技含量高的地区。海
南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为
核心，南繁科技城和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为两翼，将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
规划（2015—2025年）》作为重要保

障和支撑，共同服务和保障国家“南
繁硅谷”建设。

“高标准打造好国家‘南繁硅
谷’，对于推进海南南繁产业发展、现
代种业科技创新、种业科技联合攻关
和种业科技成果落地，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加快种业对外开放，服务‘一带
一路’倡议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贻云表示。

史贻云建议，支持建设中国种业
改革开放试验区。在下放部分种业
审批权限、保护知识产权、放宽外资
准入、优化营商环境和税收优惠政策
等五个方面，建议国家相关部委给予

政策支持；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
度。支持海南设立南繁专项资金，并
实行“南繁硅谷”建设项目“大专项+
项目清单”制，建议将“南繁硅谷”建
设项目纳入2019年及以后国家现代
种业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在规划期内
每年获得相应资金支持，给予国家南
繁保护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海南
省南繁育种创投基金等重大项目资
金支持；支持建设南繁公共科研服务
平台。在海南探索建设以财政公益
性平台为基础、市场化孵化器类平台
为支撑和企业商业育种为主体的南
繁种业国家实验室；等等。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建议：

高标准打造国家“南繁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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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住琼全国政协委员侯茂丰（中）
参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 张茂 摄

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住琼全国政协委员康耀红（中）
参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 张茂 摄

海南日报推互动体验式两会报道

多款融媒产品“刷屏”

本报北京3月5日电（特派记者张杰）两会
期间，海南日报融媒体两会报道组大胆运用新技
术、新机制、新模式，为受众提供互动式、服务式、
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推出的创意“文字云”微视
频、“vlog”短视频日志等风格各异的融媒体产
品，呈现“刷屏”之势。

从3月3日起，海南日报融媒体两会报道组
推出电子“号外”“两会瞬间”等融媒体栏目，让图
片和视频在移动端“动起来”、传出去；海南日报
新媒体“创意工坊”制作的创意“文字云”微视频

“奔跑吧，海南！”，采用“关键词”的形式，总结海
南不平凡的2018年；由海南日报文字记者出镜
拍摄的“两会E快评”等视频栏目，也第一时间为
用户送上最新鲜的两会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时下热门的短视频日志
“vlog”，也出现在了今年海南日报的全国两会报
道中。记者周元“摇身一变”，成了视频中的“报
道元（员）”，通过巧妙的镜头切换，带领用户“亲
临”两会现场。

此外，海南日报融媒体两会报道组还在海南
日报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唐宋时期的‘网红
字’”“一图读懂两会”等创意图文内容，以独特
视角预热两会、解读两会；海南日报客户端也推
出两会主题的摄影图集报道，以代表委员、媒体
记者等不同身份切入，全方位展现两会中的别样
面孔。

南海网创意传播“海南好声音”

34亿次大数据用“火”了

本报北京3月5日电（特派记者张杰）全国
两会期间，作为海南唯一省级重点新闻门户网站
和海南国有文化企业新三板第一股，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旗下媒体——南海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组建全媒体报道团队，通过图文、视频、语音、直
播、创意H5等多种报道方式，全方面、多角度、深
层次传播“海南好声音”。

全国两会期间，南海网每天通过图文并茂的
海报形式，将代表委员们的建议、提案，第一时间
以最直观的形式传递给用户，用户只需扫描识别
二维码就能进入南海网的两会融媒体专题，获取
详细生动的两会信息。

南海网还在本次两会报道中运用了短视频日
志“vlog”的形式。当代表委员们在人民大会堂
内开会时，会场外又有谁在忙碌？在第一期

“vlog”视频中，主持人天琴就为广大用户展现了
会场外的精彩内容。

为传播两会声音、展现海南新风貌、新发
展，南海网还联合了今日头条，特别策划推出中
英双语大数据融媒体H5产品《海南新名片》。
整个H5产品的创意和技术实现均由南海网融
媒体创意团队独立完成，今日头条提供大数据
支持。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用户的纷
纷点赞。

《海南新名片》中所展示的10大热词，包括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江东新区、百万人才、超级医
院、全域限购和全岛新能源、入境免签、离岛免税
购物、极简审批、总部企业、自由贸易账户。据今
日头条大数据统计显示，以上10大热词的总展示
量高达34亿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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